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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教慈濟功德會，秉承佛陀「無緣

大慈、同體大悲」之心念，服膺

上印下順上人「為佛教、為眾生」之志

節，從事濟貧教富之志業。

因此，我們的理想是：以慈悲喜捨

之心，起救苦救難之行，予樂拔苦，締

造清新潔淨之慈濟世界。

我們的方法是：以理事圓融之智

慧，力邀天下善士，同耕一方福田；勤

植萬蕊心蓮，同造愛的社會。

我們的工作是：集慈善、醫療、教

育與人文四大志業於一爐。

而我們的精神是誠、正、信、實。

我們深信眾生平等，人人具有佛性，只要

能從慈門入，必能一窺佛門的莊嚴美妙殿

堂；只要能從善門入，富者施之，必能得

福而樂；貧者受之，必能得救而安。

人生無常，生命隨日俱逝，我們應

該把握難得的人生，造善因、得善果，

才不致有深入寶山，空手而回之憾。

慈濟委員以智慧相結合，以愛心

相扶持，以殊勝之因緣攜手闊步於菩薩

道上。

我們的委員，因為能夠「以佛心

為己心」，故一眼觀時千眼觀；能夠

「以師志為己志」，故一手動時千手

動，聞聲救苦，即時解難，何異於觀世

音菩薩之千手千眼。

「一月普現千江水，千江水月一月

攝」，佛陀以慈眼視眾生，法雨普施，

故千山競秀，何等慈悲！又何等智慧！

凡我慈濟委員都應以正信、正念，

力行慈濟善道，以實際之參與，體悟生

老病死、成住壞空之真諦，群策群力，

共創慈濟志業於千秋，同傳美譽於世

代，給自己留下人生美好的回憶，讓子

孫以今天我們所做的為榮。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

來世果，今生做者是。」人身難得今已

得，在菩薩道上，我們應該勇猛精進，

讓愛心充滿我們的社會，讓我們的社會

有善的循環，這才是福慧雙修、正信、

正念的佛門弟子。

願與所有的慈濟人共勉之。

慈濟志言



一、不殺生

二、不偷盜

三、不邪淫    

四、不妄語

五、不飲酒

六、不抽菸、不吸毒、不嚼檳榔

七、不賭博、不投機取巧

八、孝順父母、調和聲色

九、遵守交通規則

十、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

  1.Do not kill

  2.Do not steal

  3.Do not fornicate

  4.Do not lie

  5.Do not drink alcohol    

  6.Do not smoke, use drugs, 

     or chew betel nuts

  7.Do not gamble or speculate

  8.Respect your parents and 

     be moderate in speech and attitude

  9.Follow the traffic regulations

10.Do not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or 

     demonstrations

慈濟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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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者：曾芳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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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大道入法髓 回歸真如本性

全
球地、水、火、風各種災難頻傳，甫進入2018年，花蓮便發生強

震，許多曾經受慈濟幫助的國家居民，立刻傳來關懷。

慈濟長年在土耳其關懷敘利亞難民，當慈濟滿納海國際學校的難

民學童得知臺灣地震災情時，不僅在第一時間為臺灣祈禱，還紛紛投竹

筒捐款。馬來西亞、美國慈濟大愛幼兒園的孩童也不約而同為臺灣投竹

筒募款。這群孩子們用純淨的心，除了盡一己之力，也鼓勵其他人一起

「聚福緣」。

在墨西哥，志工走上街頭募心募愛；在柬埔寨、菲律賓，成千上百

人聚在一起祈禱，不論種族、無分宗教，齊心祝福花蓮平安……點點滴滴

都很令人感動。

他們當中許多是曾經接受慈濟幫助的窮困人，為的是想要表達一分

虔誠的心意。這分誠懇的心，是愛的能量、人類的溫情，也是名副其實

的「大愛共伴有情天」。

▍慈悲喜捨半世紀 苦集滅道行於道

半世紀以來，慈濟志工的慈善足跡遍及全球九十七個國家地區，

粒粒種子撒播在國際間。慈濟救拔眾生不是只有慈善，還要庇護生命，

「因病而貧、因貧而病」預防貧，就要先治病，現在臺灣東部有三家慈

濟醫院，西部也有三家醫院；我很感恩，常覺得自己有福，醫療主管同

仁很貼心，願意打開心門接受慈濟人文。

教育也同樣讓我感動，在這個大環境下，慈濟依然能夠保有優質的

教育品質。還有人文，傳播好事，也是弘法的工具；具備現代的科技，

證嚴上人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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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愛臺為基礎，將「靜思晨語」鋪上雲端，可以落地在幾十個國家地

區，即時將佛法傳出去。

忙碌的生活中，日日分秒不等閒，其實都離不開「四諦法」。每天

面對芸芸眾生，聽他們說苦，為他們分析；苦來自於「集」，還要教他

們放下的方法，所謂「苦、集、滅、道」，進一步身體力行，要實行於

「道」。

若不消化苦，要如何走下去？哪怕遇到很多考驗，還是要以感恩心

前進，這就是修學佛法的心。苦本來就沒有形相，終究要超脫出來，唯

有人有辦法去解開人的困境，慈、悲、喜、捨，付出無所求、無罣礙，

就沒有憂愁。要更進一步走入人群，打開心懷，作不請之師，主動多陪

伴、多膚慰、多輔導人，將世間事會入道理中，這樣就踏實了。

▍五濁惡世心偏差 戒慎虔誠護生靈

世界人口已達七十四億，聽到人口增加，難免心有戚戚焉，如果人

口愈多，茫然的人更多，世間就苦不堪。

近年來，常常看到新聞報導「空氣汙染」的問題，空氣的濁度很

重。「五濁惡世」其實來自於人的觀念偏差所造作，分分寸寸無不都是

破壞自然；人心也要留意，不能有絲毫邪氣、邪念，如果欲門開啟，不

斷消費、不斷囤積，喜新厭舊，製造垃圾，無論掩埋或焚燒都會造成汙

染，影響空氣、水源、土地，最後還是回歸人體，導致種種疾病。

天災可怕，人禍更是。欲念求無止盡，有一缺九，爭取百、千、

萬、億，一輩子追求；人與人之間見解不同，你爭我奪，使得社會國家

混亂，人民生命飽受威脅。大地相連、空氣相通，天災人禍不是一個國

家或地方的問題；不只是要為自我改善，更要為天下負責任。

人人要發心做修補地球的啟動人，戒慎虔誠，淨化自己的內心，並

且能夠影響別人往正確的方向；轉消費為惜福，疼惜及延續物命，也要

調伏口欲、愛護生靈。人與人之間要相互尊重，把握每一天，寫好生命

的歷史，不放棄任何一秒鐘，不迷失方向，樹立亮麗、清淨的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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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壽量寶藏來儲存 佛壽無量法入心

歲末行腳期間，看到九十多歲、八十多歲、七十多歲的老人家，

都是環保志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做環保，沒有停歇，他們的生

命中，只有環保與大愛，很單純，也很不簡單。他們不會說法，可是會

做，而且真誠地做，做到真正把法入心坎裡，沒有煩惱，才能展現那樣

的美，那樣開闊的心境。

有老就有衰，人的功能、體力一定會衰退，但還是要把握歲月為人

群付出，發揮生命的良能。無論年紀幾歲，都要繼續精進，空過一天，

生命減少一天，慧命也跟著停滯；若是每一天六度萬行，哪怕只是少少

分寸，慧命也會增長。

佛陀八十歲入滅，《法華經．如來壽量品》云「佛壽無量」，人人

本具佛心，只要學習佛所說的法，落實生活中，則佛的精神無處不在，

壽命延續。

壽命有數有量，不要認老，才可以做無量的志業。把人生的前五十

歲寄放在「壽量寶藏」，即使是八、九十歲的老菩薩，也只是三、四十

歲的壯年人，在中年這個階段，社會與家庭經驗充足，仁愛、義理、禮

節充分，要用成熟的心智、充沛的精力重新再開始。

▍資源回收再回收 受苦覺醒捨貪欲

環保菩薩的精神理念和做環保的成果，真真實實地展示在國際

中。2018年12月在波蘭舉辦的第二十四屆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慈濟志

工前往與各組織交流，大林慈濟醫院林名男副院長在分享中，特地說

明他全身所穿著的衣物，均由慈濟環保志工所回收、分類的寶特瓶再

製而成，也研發再製成多種生活用品；此外，他也強調茹素與氣候變

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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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為了滿足葷食的需求，每秒鐘有兩千多

條牲畜失去生命，每天有一億多個生命為了人類口欲而消逝。畜養這麼

多動物，要需求多少土地，花費多少水資源與飼料，過程中又汙染多少

空氣與大地。氣候變遷會議中，即有專家提到，守護大地與身體健康，

最容易、最簡單能做到的方法就是素食。

無論是聯合國相關數據或來自科學的印證，都足以說明如果再不改

善生活型態，氣候的惡化和極端會更為激烈。世間苦事多，如果受苦還

不能覺醒，看到了苦還不畏懼，這才是真可怕！不肯捨貪欲，執著於短

暫的欲念感受，不斷地造惡；普遍的人們均如此，將會「共造惡業，共

受惡果」。

▍永留世間佛智慧 六度萬行齊精進

兩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在靈鷲山說《法華經》，有形的人間有阻

隔，無形的心土沒有距離，若能悟入佛的知見，此刻就是佛在說法的時

候。佛的智慧永留世間，受用佛慧，如同佛的壽命活在我們的生活中，

心靈道場時時莊嚴；與人相處，感恩、尊重、愛，則周圍無不都是菩

薩。能日日沐浴在法流之中，要感恩與知足；這麼開闊的世間、這麼眾

多的人口，難得因緣，與同師共道的善知識投入六度萬行，更要包容與

珍惜。

這條菩薩道，有的人比較早到，或者走得比較快；也有的人比較晚

到，或者瀏覽在原地風光中。一生中沒有一秒是重複的，生命不會停留與

等待；如果任由煩惱無明固執停滯，世間濁氣沒有淡化，是很令人擔憂

的。儘管擔心又無奈，還是要趕緊回歸「受持法、弘正教」，有幾秒鐘就

盡幾秒鐘的責任。把握剎那，就是永恆，對準生命的指南針，精實精進。

（彙整自2018年《慈濟月刊‧無盡藏》）



攝影者：王翠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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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蓮近海於2月6日23時50分發生

芮氏規模6.2、最大震度七級

的極淺層地震，造成統帥大飯店和

雲門翠堤、白金雙星、吾居吾宿三

棟大樓等建物坍塌，以及七星潭大

橋、尚志橋等交通要道嚴重龜裂。

慈濟花蓮本會於7日0時許在靜

思精舍成立「0206花蓮地震」防災

協調總指揮中心，動員志工在重災

區周遭與收容所成立服務中心，供

應熱食和生活物資，膚慰鄉親的不

安，也作為救難人員的後盾。

花蓮慈濟醫院則於0時10分啟

動大量傷患緊急應變機制，並在入

院傷患數減少至可掌握狀態後，出

0206花蓮地震
眾善匯合以愛共伴

攝影／邱繼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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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醫護人員至中華國小、縣立體育

場、全球慈濟志工寮房收容所駐點；

後續又舉辦心理調適講座，以及設立

安心門診、二十四小時安心專線，提

供心理諮詢服務，直至月底。

隨著搜救工作進入尾聲，靜思

精舍師父偕同慈濟志工10、11日於統

帥大飯店、雲門翠堤大樓、靜思精

舍、慈濟志業園區、慈濟教育園區

周邊進行安心關懷，分一百四十六

條動線挨家挨戶拜訪鄉親，並致送

祝福禮；再於靜思堂舉辦「祝福花

蓮‧祈禱音樂會」，撫慰鄉親，並

感恩警消及社會團體。

慈濟急難援助直至28日陪伴家

屬圓滿最後兩位罹難者入殮、火化儀

式，才告一段落，期間除了自外縣市

調度物資，亦動員臺北、桃園、臺

中、雲林、臺南、高雄、宜蘭、花

蓮、臺東等地志工逾三千人次，投入

賑災工作。

面對無常瞬至，證嚴上人感恩

「重災輕受」，雖然幾棟大樓傾倒造

成傷亡，所幸花蓮民眾大致平安，住

屋亦安然；與同為震度七級的九二一

集集大地震相較，災情相對輕微，實

屬萬幸。同時也感恩全臺各地及國際

的支援，災難是大自然發出的警訊，

只有人人戒慎虔誠，善念及愛的能量

匯合，才能真正消弭災難。

攝影／吳瑞祥 攝影／潘彥同

攝影／張福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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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東仁愛之家為非營利養護機

構，照護對象以縣府轉介的獨

居、低收入或身心障礙長者為主，

近年來照護長者漸增，既有空間已

不敷使用，於是向慈濟提出援建新

大樓的需求。慈濟幾經場勘後，決

議為其興建一棟包含養護床位、員

工宿舍、日照中心等空間的三層樓

建築，並於1月8日舉行新建工程動

土典禮暨歲末感恩會。

仁愛之家於兩年多前第一次發

函慈濟時，僅規劃增建一棟兩層樓建

築，一樓為活動中心、二樓為日照中

心。後來證嚴上人行腳至仁愛之家參

觀，發現作為員工宿舍的舊房舍有損

壞、漏水情形，因此請仁愛之家以人

員安全及未來所需為考量，重新規

劃，才改為三層樓的多功能大樓。

上人一向倡導「最好的安養院

就是每個人的家」，要讓長者在家

人照顧下安養天年，所以慈濟不建

安養院。為仁愛之家援建新大樓，

在於其創建近一甲子，始終秉持慈

善的宗旨，即使資源匱乏，仍能盡

心力照護弱勢，因此予以援建，延

續、擴大這分愛。

援建臺東仁愛之家
護持弱勢長者照護

攝影／劉文瑞



17

重
要
足
跡

慈
濟基金會「減災希望工程」於

本年為苗栗縣後龍國中、造橋

國中、公館國中、苑裡高中及花蓮

縣三民國中等五校興建新校舍，以

改善原建物破損、耐震係數不足的

問題；其中，苗栗四校分別於3月31

日、4月2日動土，花蓮則於6月19日

開工。

五所學校的援建因緣，均是因

地方政府或校方考量中央補助經費

不足，主動請託慈濟協助，其校舍

大多使用逾半世紀，有牆面龜裂、

漏水或鋼筋裸露等情形，甚至曾有

學生因磁磚脫落而受傷，經政府詳

細評估後，確認為高度震損風險校

舍，且不符補強之經濟效益，亟需

進行重建。

興建於1960年代的國中小老舊校

舍，若以現行耐震設計法規檢核，

普遍存在耐震能力不足的問題，又

校園常作為地震後社區民眾的緊急

避難場所，更突顯結構安全的重要

性。慈濟於2014年啟動「減災希望工

程」，至2017年已完成二十一所學校

的援建，而今再增加五所，便是希

望讓孩子在安全學習環境中成長茁

壯，同時也可發揮防災、避災、減

災的良能。

援建苗栗、花蓮五校
減災工程防患於未然

攝影／鄒忠宏攝影／鄒忠宏攝影／鄒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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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濟功德會五十二周年慶，以

「靜思法脈勤行道‧慈濟宗

門人間路─大愛共伴有情天‧寸

步鋪路護大地」為主題，自4月中旬

起至5月底止，在慈濟全球各社區道

場等地舉辦系列活動，包括靜思精

舍朝山活動、《法華經》及《藥師

經》共修、浴佛慶典等。

本年度周年慶的特色，是結合

環保、茹素的宣導，除了持續推動齋

戒，呼籲茹素護生外，臺灣浴佛更著

重與環保的結合，在浴佛場地設置

「水立方」等環保裝置，也擴大在數

個環保站辦理浴佛，響應證嚴上人今

年環保推動的重點，希望藉由浴佛機

會，大力宣導環保理念，籲眾珍惜資

源，更以「環保三變淨土」鼓勵人人

從自身做起，減少塑膠等垃圾，力行

「清淨在源頭」。

除了結合環保大力宣導之外，

最大改變莫過於幕後工作人員的角

色調整。今年度包括精舍朝山、花

蓮浴佛場次等規劃，一改往年宗教

處職工承擔，由靜思精舍常住二眾

主責，職工則轉為配合角色，為未

來靜思法脈的永續傳承奠基。

慶周年籲行環保
幕後換角迎向永續

攝影／許榮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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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六至八月是中國大陸四川

省的雨季，如常的時節，在

2018年卻產生了劇烈變化，發生多

次區域性暴雨引發洪水、土石流，

影響居民生計。其中，素有「花園

水城」之稱的成都市金堂縣遭受到

嚴重水患，整個縣城沿河一帶無一

倖免的被大水淹過，老城區最高水

位到二樓，新城區也有淹逾一公尺

高，商家損失慘重。

又厚又臭的淤泥在水退去後，

滯留在街道與房舍、學校裡。在政

府的號召以及志願團體的參與，於7

月12日開始清淤打掃工作，慈濟成都

大愛感恩環保科技園區職工與慈濟

志工自行攜帶鏟子、清掃工具及飲

用水亦共同投入，至18日止，共投入

三百一十一人次，並發放淨斯多功能

折疊床（福慧床）二百張、毛毯五百

條予什邡市的安置點使用。

14日適逢華西地區的見習志

工研習課程，志工把握因緣，將靜

態課程調整為動態的實際體驗課，

讓學員在汗水淋漓中體會不一樣的

培訓課程。證嚴上人於16日的行腳

中開示，大家做到法入心，體會到

山河大地無常，人生無常，國土危

脆，這一堂課上得很真實。

劇烈氣候引四川水患
協力清淤同心復家園

攝影／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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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濟基金會為協助臺東縣大武鄉

愛國蒲部落鄉親遷離土石流

潛勢溪流危險區，展開永續社區援

建工程，歷經一年多時間竣工，並

於本年7月31日舉行啟用典禮，由臺

東縣長黃健庭、慈濟基金會副執行

長劉效成、永續社區管理委員會主

委林正義，簽訂三方贈房契約，將

四十七戶永久住宅移交給住民。

早在2009年莫拉克颱風、2010

年萊羅克颱風，愛國蒲部落就曾兩

度發生大規模崩塌，後者崩落的土

石沖進部落，造成民宅與道路毀

損，並於2012年由水土保持局納入為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2016年，

莫蘭蒂颱風引發的土石流再次侵入

部落，縣政府有鑑於當區為高度危

險區，於是尋求慈濟合作，由政府

提供土地，慈濟援建永久住宅；雙

方於2017年1月簽訂合作意向書，4月

動土。

工程原訂五個月後完工，因配

合政府水土保持工程而順延。完成的

住宅空間依入住人口數分成三十四

坪、二十八坪及十四坪，每一戶皆配

有太陽能熱水器；鋼構建築可耐至少

十四級風、七級地震，讓鄉親得以安

心居住。

愛國蒲永續社區啟用
為鄉親打造安全家園

攝影／陳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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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彭秋玉

寮
國阿速坡省（Attapeu）薩南

塞縣（Sanamxay）一座興建

中的發電水壩，於7月23日晚間疑似

因暴雨導致水位上漲，而不堪負荷

突然崩塌，蓄水傾瀉而下，一路影

響下游多個村莊，其中六個村莊遭

淹沒，造成上百人傷亡或失蹤，逾

六千人無家可歸。

慈濟花蓮本會結合泰國、臺灣

等地慈濟志工及職工組成賑災團，

於8月中下旬進行兩波援助行動，除

了為薩南塞縣政府周邊的各收容中

心近五百戶災民，發放毛毯、淨斯

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之外，並

將1.2公噸香積飯及三千組環保餐具

交予薩南塞縣政府，分批以直升機

送往山區收容中心，濟助災民。另

外，為應災區醫療需求，慈濟捐贈

登革熱篩檢試劑，以及立克次體血

液篩檢所使用的抽血器具、耗材與

離心機，予救難人員使用。

此外，臺灣水利署及工研院團

隊主動提供兩套「高機動節能淨水模

組」，讓慈濟賑災團攜帶至寮國，隨

著賑災人員一起進入災區，裝設於薩

南塞縣的帕踏灣村，為當地一百多戶

居民供應飲用水。

阿速坡省水壩潰堤援助，為慈

濟自1996年在寮國展開慈善工作以

來，首次啟動的跨國急難援助。在

此之前，以個案濟助、貧困村落義

診及機構關懷為主，由僑居當地的

慈濟委員蘇游明珠一家獨力承擔。

此次水患賑災獲得寮國華人及馬來

西亞、泰國等地實業家傾力相助，

共同為災民付出心力。

寮國壩崩致重災
首啟跨國急難援助

攝影／蕭耀華 攝影／彭秋玉攝影／彭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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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強震海嘯襲印尼

匯聚眾力助復家園

印
尼努沙登加拉群島的龍目島

（Lombok），於2018年7、8

月間接連遭芮氏規模6.4及6.9地震襲

擊，造成五百多人罹難。印尼慈濟

志工前往重災區發放、義診，然而

急難援助工作剛告一段落，龍目島

北方的蘇拉威西島（Sulawesi）於9

月28日又接連發生芮氏規模6.1、7.5

強震，並引發海嘯，重創該島北部

的中蘇拉威西省沿海城市，摧毀大

量的建築，上千人喪生。

慈濟錫江聯絡處是蘇拉威西

島上唯一的慈濟據點，由於災區交

通受阻，錫江慈濟志工先前往醫院

關懷由災區後送出來的傷患。另一

方面，慈濟印尼分會由雅加達派遣

賑災團隊，透過軍方協助載送人員

與救援物資，至蘇拉威西島與錫江

慈濟志工合力勘災，而後棉蘭、

比亞克等地的慈濟志工也趕抵災區

會合，一同進行物資發放及義診服

務。慈濟基金會花蓮本會在此期

間，亦調度一萬條毛毯與八噸多的

香積飯，送往印尼支援賑災行動。

攝影／khusnul khotimah攝影／Arimami Suryo Asmoro攝影／Arimami Suryo Asmoro攝影／Arimami Suryo Asm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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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震、海嘯接連釀災，災區百

廢待舉。慈濟印尼分會為協助災區

加快重建，同步推動中長期援建計

畫，10月15日偕同印尼金光集團、

印多福食品等企業，與印尼國軍

簽署合作備忘錄，計劃在龍目島以

及蘇拉威西島的巴路市（Palu）、

浪加拉縣（Donggala）與希吉縣

（Sigi）等重災區，援建三千間永

久住宅，讓棲身帳篷或收容所的災

民能盡快安身。全印尼慈濟志工為

此展開募心募款，積極籌募援建計

畫的建設基金，全球超過三十個國

家地區慈濟志工也陸續響應，集合

眾力扶持災民。

印尼於下半年間不斷面臨重

大天災考驗，繼蘇拉威西島海嘯災

害後，相隔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分

隔印尼爪哇島及蘇門答臘島的巽他

海峽（Sunda Strait）在12月下旬，

因火山噴發造成海底山體滑坡而引

發海嘯，波及爪哇島西部的萬丹省

（Baten）與蘇門答臘南端的楠榜省

（Lampung），超過四百人往生。印

尼慈濟志工一如既往趕赴災區，以

萬丹省班迪格蘭縣（Padenglang）、

楠榜省南楠榜縣（Lampung Selatan）

等重災區為關懷重點，進行發放及

義診，送上及時的援助，為災民增

添安定的力量。

攝影／Arimami Suryo Asmoro攝影／Arimami Suryo Asmoro攝影／Arimami Suryo Asm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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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嚴上人獲選為2018年韓國萬海大賞「和平獎」得主，由

靜思精舍德勷師父、德澍師父代表，出席8月12日在江原

道舉行的第二十二屆萬海大賞頒獎典禮。

靜思精舍德勷師父代表上臺受獎時，也恭讀上人的感謝

函，提及萬海祝典促進委員會推動和平的理念，和慈濟落實佛

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並無二致，愛是不分宗教，

不分國界，而和平獎榮耀不僅於個人，也屬於海內外慈濟人所

共同擁有。

翌日志工早會，上人提及獲獎一事，表示自己的心情是既

感恩又慚愧，這個獎項不是個人所應得，而是全球慈濟人共領

殊榮，這是韓國對慈濟的愛護與勉勵。並勉眾獲得國際獎項肯

定，代表慈濟逾半世紀以來，所走的方向是正確的，因此期待

所有慈濟人更努力開道、鋪路，讓人人能共行菩薩道。

上人獲頒和平獎

榮耀歸全球慈濟人

攝影／劉秋伶攝影／劉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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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濟基金會自兩年前開始推動

「Fun大視野 想向未來─青

年創新推動計畫」，鼓勵青年朋友關

注公益議題並思考解方，再以慈濟的

經驗和資源為基礎，提供培育課程及

贊助，促使他們將創意付諸行動，至

本年底已吸引逾一百八十三萬人次透

過網路了解或實際參與計畫。

青年創新推動計畫包含五項

子計畫，「創心小聚」、「未來私

塾」為舉辦講座和工作坊，推介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慈濟

「六大友善」願景；「救將！防救

災體驗營」透過模擬救災現場，傳

承志工賑災經驗；「慈悲科技創新

競賽」以環保為原則，限定慈善或

醫療為研發主題，提供獎金及廠商

合作上市的機會；「青年公益實踐

計畫」贊助經費同時結合專家學者的

輔導，協助年輕人改善社會議題。

臺灣不乏熱衷公益的青年朋

友，只是在面臨挑戰時，需要足夠的

支持，才能持續熱情。慈濟的青年創

新推動計畫就是要為他們打造實踐行

動的平臺，壯大他們改變世界的行動

力，未來也將持續朝「公益教育」、

「公益研究」、「公益基金」與「公

益孵化」四大面向邁進。

開放資源打造舞臺
攜手青年實踐公益

攝影／顏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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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濟在臺灣「0823熱帶低壓

水災」的賑災中，動員

志工逾萬人次在重災區嘉義、

臺南等地，進行熱食供應、安

心關懷、義診、清掃等援助。

有別以往的經驗，首度發放

「慈濟慈善物資卡」，讓鄉親

購買應災用品，以及使用「防

穿刺鞋墊」、「防割手套」，

提升志工在環境清理服務時的

安全性。

0823水災救援
賑災創意源自悲心

攝影／黃淑英攝影／黃淑英攝影／黃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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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卡是與全聯福利中心合

作推行，志工發放前會評估受助

者住家鄰近有無全聯門市，交通是

否方便等因素，均合適才發卡。

持卡人能選購除菸酒之外的商品，

較之發放現金或統一採購的生活物

資，更安全且貼近個人的需求，

還能減省打包物資的人力，並免

除彼此的搬運負擔。

防護鞋墊與手套緣於2017年6月

北部遭遇梅雨災情，有志工在協助

災戶清掃時受傷，證嚴上人於是請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研發因應裝備，

並在此次賑災派上用場，不只守護

志工安全，也捐贈給國軍救災部隊

使用。

三項慈濟災害援助工作的創

新，皆是出自上人對於付出者的疼

惜，對受災人的不捨。上人亦於事

後期勉慈濟人，慈善工作要與時俱

進，不斷地改善方法，讓過程更安

全、更方便、更有效率。

攝影／王秀吟攝影／王秀吟攝影／王秀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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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祖淞

緬
甸中南部2018年7、8月間因雨季連續大雨造成

水災，勃固省、仰光省、克倫邦、孟邦等省

分，超過二十六萬公頃的農田遭大水淹沒，原本預

計於11月收成的稻作嚴重毀損，讓許多已經舉債耕

作的農民不僅還債無望，生活也陷入困境。慈濟接

獲緬甸農業部求援訊息後，由臺灣、馬來西亞兩地

志工與職工組成關懷團隊，於9月下旬前往緬甸與當

地志工合力勘災，並於10月中旬起為受災農民發放

綠豆種子，讓他們在稻作復耕前先收成一期綠豆，

暫度青黃不接的艱難時刻。

慈濟委託豆種廠商精選發芽率九成以上、抗

鹽化的綠豆種子，陸續在仰光省（Yangon）的卡

仰（Kayan）、東掛（Thongwa）、焦丹（Kyauk 

Tan），以及勃固省（Bago）的卡瓦（Ka Wa）等四

個鄉鎮發放，至11月11日止發放逾六百五十公噸，

幫助超過一萬戶。

首場發放選在卡仰鎮蓮花池村（Jar Gan）進

行，四位本土志工烏丁屯、烏善丁、烏緬誒及烏密

倫現身說法，他們都曾是慈濟稻種援助計畫的受助

者，以自身從受助到助人的經歷來鼓勵鄉親，也引

導鄉親不要使用化學肥料，與大地共生息。許多農

民得知每天只需要省下一把米，就能幫助比自己更

貧窮的人，紛紛響應向慈濟志工領取「米撲滿」。

慈濟發放豆種為農民開啟翻轉困境的希望，也帶動

眾人善的循環。

緬甸良田遭水患
豆種馳援助復耕

攝影／陳祖淞攝影／陳祖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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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蔡德青

攝影／李文傑

攝影／蔡德青

攝影／李文傑

攝影／蔡德青

攝影／李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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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第6432次自強號（普悠

瑪）10月21日下午4時50分

在宜蘭新馬車站出軌，造成十八

人往生、二百一十五人受傷。慈

濟關懷行動從事發半小時後開

始，關懷足跡從宜蘭綿延至受災

乘客所在縣市，包括車站供應熱

食、醫院關懷、殯儀館膚慰、家

訪陪伴等服務，直到11月12日臺

東市立殯儀館最後一場告別式，

投入志工逾千人次，以求生者心

安、亡者靈安。

事故消息傳出後，宜蘭慈

濟志工即刻趕抵現場設置服務中

火車出軌及時伸援
志工網絡愛不間斷

攝影／賴振豐攝影／賴振豐攝影／賴振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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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提供熱食、環保毛毯、淨斯多

功能折疊床（福慧床）等物資，徹

夜駐點服務，作救災人員的後盾。

翌日，花蓮本會有感於傷亡人數眾

多，調度職工與北區志工前往支援

院訪，並於殯儀館陪伴家屬，致送

慰問金；慈濟人醫會團隊也在車站

設置醫護站，照料救災人員身心。

搜救任務結束後，本會也隨

之將訊息布達給花蓮、臺東等地志

工，請他們接續關懷受災乘客及家

屬。其中臺東十五位罹難者大體於22

日起陸續返鄉，宜蘭慈濟志工在縣立

殯葬管理所（員山福園）陪伴家屬送

靈，臺東慈濟志工則於市立殯儀館陪

伴親友迎靈，並設置服務中心，提供

茶水和餐點，適時予以膚慰。

11月2日，宜蘭志工到花蓮靜思

精舍與證嚴上人分享援助的過程和

感受。上人對事故感到遺憾，但也

感恩志工盡力讓一切圓滿，並勉勵

眾人：「要做事時，人人合心、和

氣、不計較，該承擔的自動承擔，

也會應別人的要求而配合別人，就

能互愛；既有合心、和氣與互愛，

自然能夠協力成事。四合一環環相

扣，才能在悲悽苦難的場合，發揮

安定人心、淨化人間的力量。」

攝影／賴振豐 攝影／洪岱瑩攝影／賴振豐 攝影／洪岱瑩攝影／賴振豐 攝影／洪岱瑩

攝影／劉瑞強攝影／劉瑞強攝影／劉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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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加州於2018年11月8日爆發

多場森林大火，席捲加州逾

二十五萬英畝土地，這波林火包括北

加的坎普大火（Camp Fire）及南加

的伍爾西大火（Woolsey Fire），前

者燒毀超過一萬八千棟房屋，並造成

八十多人往生，為加州有史以來死亡

人數最多的林火。因應南北加林火兩

頭燒，慈濟美國總會成立防災總指揮

中心，北加州分會也成立防災協調中

心，展開急難援助行動。

慈濟志工前往庇護處所為避

難民眾發放毛毯，並進駐災難恢復

中心，接受災民登記，依每戶人口

數提供五百至八百美元不等的現值

卡，同時也傾聽他們訴說遭遇火劫

的傷痛，抒發心情。此外，全美

二十個州、二百多個據點的慈濟志

工於17、18日及23至25日連續兩個

週末假期進行街頭募款，也通過各

個社群媒體，邀約民眾一起響應感

恩節後的「慈善星期二（#Giving 

Tuesday）」活動，透過個人或企業

一比一的配捐，讓愛心加倍。

尤其，坎普大火過後，有上萬戶

家園付之一炬，需要更多的關照與支

持。為此，慈濟於29日進一步發起一

人一戶（HOPE HEALS）認養活動，

希望為一萬個受災家庭募心募款，匯

聚眾人之愛，陪伴他們度過人生難

關。截至2018年年底，現值卡已發放

近八千戶，而援助行動仍持續進行。

南北加林火肆虐
發現值卡愛灑萬戶

攝影／陳碧惠攝影／陳碧惠攝影／陳碧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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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沈素寶

慈
濟基金會自2014年起援助土耳

其境內的敘利亞難民，為蘇

丹加濟市（Sultangazi）等地難民家

庭，發放物資、生活補助金，並於

2015年與蘇丹加濟市政府、敘利亞難

民合作開辦滿納海學校，讓數千位

學童持續接受教育。

在慈濟志工積極奔走下，滿納海

學校取得美國教育認證機構（Advance 

Education, Inc.）認證，同時也獲得

土耳其教育部核准設校，「滿納海

國際學校（El Menahil International 

School）」於2018年11月26日完成小

學部、中學部、高中部掛牌儀式，學

生自此可持文憑繼續升學。

在此之前，慈濟基金會亦經土

耳其政府核准，在當地註冊立案，

並於2018年9月14日政府公報宣布。

慈濟於1999年因地震賑災與土耳其結

緣，當地慈濟志工十八年來致力於

慈善工作，真誠、無私的付出獲得

政府的肯定。

土耳其慈濟志工胡光中26日返

臺匯報相關訊息。證嚴上人不捨志

工為做慈濟而屢經劫難仍勇往直

前，也因此感動當地政府人員，現

任開塞利省副省長阿里．烏斯拉曼

（Ali Uslanmaz），於擔任蘇丹加濟

市長時即無懼於反對聲浪，而堅定

支持慈濟，加上許多善因緣才能救

助這麼多人。上人叮嚀志工，所處

環境要救助難民步步維艱，但人道

援助腳步不能停止，期盼他們照顧

好自身安全，繼續傳遞愛的能量。

難民學校獲認證
土國慈濟獲准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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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者：黃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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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佛教慈濟功德會歡慶五十二周年慶，2018年5月13日在花

蓮靜思堂道侶廣場舉辦「佛誕節、母親節、慈濟日」三節合

一浴佛典禮，由證嚴上人引領約三千五百人一同浴佛。此場

次，素來是慈濟浴佛的第一個主場；截至當日晚上，在全球

三十七個國家地區，共辦五百零一場，逾二十五萬人參加。

本年度臺灣浴佛，最大特色是結合環保，包括環保裝置

的設置、環保站的「三變淨土」等，也是為了響應上人今年

環保推動的重點，希望藉由浴佛機會，大力宣導環保理念，

籲眾珍惜資源，並且力行「清淨在源頭」。

周年幕後迎變化

法脈承籌為永續

慈濟五十二周年

攝影／沈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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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慈濟歷年浴佛，環保理念

的推動與宣導，早已有形、無形地

融入各年度活動當中。

初期慈濟周年慶活動，並沒有

特別規劃浴佛。1996年，慈濟三十

周年慶，上人宣布「每年五月的第

二個星期日為全球慈濟日」，不久

後慈濟護專便在校內舉辦浴佛節活

動；1998年，花蓮慈濟醫院也跟進，

在院內舉辦浴佛，並且讓翌年浴佛

的形式，成為日後慈濟浴佛活動的

參考基礎，由院方主辦、全院響應

的模式，亦開啟慈濟志業體日後舉

行「浴佛節」活動的風氣。

2000年，慈濟在花蓮靜思堂道侶

廣場舉辦首次大型千人浴佛盛典，

同時也歡慶慈濟三十四周年的全球

慈濟日，全球分支會亦陸續舉辦浴

佛、拜經等活動。自此，慈濟周年

慶系列活動，以及「佛誕節、母親

節、慈濟日」三節合一浴佛典禮，

成了年年大事，並融入各志業理

念、精神之弘揚。

慈濟四十一周年時（ 2 0 0 7

年），不僅首次在臺北中正紀念

堂擴大舉辦浴佛，並在臺北、臺中

兩地舉行為期兩週的「與地球共生

息」大型展覽，呼籲大眾關懷地球

生態和全球暖化議題，響應減碳新

生活。翌年，更進一步以「敬天愛

地聚福緣、克己復禮致祥和」為主

題，在社區靜態展、浴佛後互動

區，對眾倡導克己少欲、愛護地球

的觀念，以「心室效應」影響「溫

室效應」。

2010年，時逢慈濟環保推動屆

滿二十年，周年慶社區靜態展，以

「慈濟環保二十年」為重要子題布

展，落實「環保七化」推動，展現

環保志工力行「菩薩十地」之人生

經典，並邀請民眾體驗環保DIY，讓

隨手、隨時、隨地做環保的概念能

深植人心。

除了無形的觀念宣導外，也將

有形的環保落實在浴佛活動中。

每年浴佛都會使用大量水資

源，且眾人觸碰過後的浴佛水，

並不適合一再運用，只能捨棄，

甚是可惜，於是慈濟委託宏泩科技

公司專為浴佛特別研發了薰香噴霧

器—「福慧足」，以五比三調配

蒸餾水和檸檬香茅精露，用感應方

式由機器噴出薰香水霧，如同巿面

精油薰香器，兼顧衛生與省水，同

時讓浴佛臺保持乾淨莊嚴，並在2014

年浴佛典禮首次亮相使用。

到了2018年，各地浴佛佈置，也

更進一步響應環保，採用回收再利

用、或簡約樸實風格。如中正紀念

堂浴佛臺，改在立面鎖上螺絲丁，

減少固定耗材的使用；又如臺中民

權聯絡處（原臺中分會址）有別往

年布置，浴佛臺上的花束不再使用

鮮花，而是改用志工以回收材料手

歷年浴佛，各領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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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是慈濟周年慶的重頭戲，

但也只是系列活動的其中一環而

已。自1969年，靜思精舍落成啟用

後，每年舉辦佛七法會，並以農曆3

月24日為法會圓滿日，直到1989年花

蓮慈院啟業，因忙碌而停辦。即便

如此，仍未影響全球慈濟人歡慶周

年的心願，而後以朝山、路跑、皈

依等形式展開，更自1995年起結合全

球慈濟人精神研習會，返臺同慶也

精進學習志業新知。

直到2000年首次在花蓮靜思堂舉

辦浴佛，並在六年後（2006年）全球

同步辦理浴佛時浴佛活動便納入慈

濟周年慶系列活動之一。

而今，慈濟周年慶系列活動，

於焉成形，主軸規劃有朝山精進、

《法華經》與《藥師經》共修，三

節合一浴佛慶典、社區志業佈展

等，時間也從早年的兩週，慢慢延

長至兩個月左右。

以本年度周年慶為例，在這

兩個月的時間裡，慈濟人心靈的故

鄉——靜思精舍，如同辦喜事般熱

鬧非凡，光自3月29至5月20日，就有

二十九梯次、逾一萬人相繼回到精

舍朝山，舉凡交通、茶飲、餐點、

朝山動線、引導、結緣品安排等，

便足已讓常住二眾忙碌不已，更不

用提浴佛、課誦共修。

然而，對靜思精舍常住二眾而

言，2018年周年慶活動更是一大考

良能規劃．功能配合

做的塑膠花。

不只臺中，連北區、宜蘭及

臺南等地慈濟志工都發揮巧思，利

用回收、洗淨的寶特瓶製作成環保

燈、環保花及獻供器皿等，並為了

防止剪開當花瓣的寶特瓶割傷人，

一瓣瓣仔細地修剪成圓弧形狀，每

處細節無不藏著志工的貼心。

中正紀念堂獻供的環保燈湯

花，由北區團隊負責，其數量包括

環保花一千組、燈湯座各五百組。

一朵環保蓮花需要五支寶特瓶，顏

色搭配必須得宜，才能有立體的視

覺感，為了完成此任務，團隊在浴

佛前一個月，便在三重園區舉辦一

場燈湯花製作的種子培訓課，再由

種子志工回到社區教導製作。

環保蓮花的構思者是志工李

欽雄，並由內湖志工陳惠環負責解

說製作方法。陳惠環表示，這次團

隊研發的寶特瓶蓮花，不僅是做環

保、護大地、延續物命，更是期待

大眾參加殊勝法會能得歡喜，也能

看到慈濟人對環保的用心；並進一

步說明浴佛結束後，環保蓮花還會

回收、整理、保存、再利用，以行

動落實環保永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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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不只是法脈與宗門的角色互相

調動外，也是來自證嚴上人對弟子

的深切期待。

負責活動規劃的宗教處團隊，

3月19日請示此次籌備提案時，上人

慎重地表示，周年慶是屬於法脈的

重要活動，理當要由「靜思法脈」

來全權承擔負責，「常住師父是

靜思法脈的良能，請常住師父先規

劃，衡量大家在精舍的工作量可負

荷多少，而同仁是功能，常住師父

先規劃，再凝聚起同仁的心力，合

成宗門的功能；要先思考、評估好

工作量與負荷力，確認『功能』可

以配合『良能』，再做決策並確實

推行。」並對在場的常住師父們強

調，法脈的事情，精舍常住二眾就

應當要承擔起來。

於是，精舍常住二眾集會達

成共識，以德如師父為指導，德禪

師父為總協調窗口，並由「靜思精

舍典範道場推動小組」推舉十五位

師父  ，分成「活動組」、「儀軌

組」、「無語良師組」三大組，每

組五人，共同承擔周年慶期間的共

修拜懺、朝山、浴佛等規劃。

此一分組安排，並不只為單一

任務，而是考量未來法脈的永續傳

承，同時整併過往精舍常住的功能組

別，重新檢視而擬定出來的結果。

「精舍每位師父都有值事，

十天輪值一次，只是過去像是無語

良師、七月吉祥月、浴佛等都歸到

活動，連受戒、出家也是，長久下

來大家也會納悶怎麼全歸活動。所

以，很感恩有這次上人給予弟子們

的期待，得以重新討論、歸納成三

2018年周年慶工作人員角色調整，精舍

朝山、花蓮場次浴佛等由靜思精舍團隊

負責統籌，花蓮本會宗教處等處室職工

配合協辦，雙方召開會議，檢討各項流

程、突發狀況等，以利後續改善，提升

效率。攝影／顏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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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組別，更感恩這次有十五位師父

（註一）出來承擔。」德禪師父表

示，其實精舍以前也有團隊投入，

但沒有明確的角色定位，五十周年

慶是慈濟大事，所以精舍全體動員

起來，到了五十一周年時，有六位

師父開始出來承擔明確的工作事

項。今年因應上人給予的指示，經

過集會共識後，除了去年六位中的

五位繼續承擔外，另外加入了十位

新的師父，十五人分屬三個組，人

人也各自有明確的主責工作。

三個組別各有需要的良能，每

位師父也會依本身功能，評估所屬

的組別。譬如「無語良師組」，基

本要求會開車，因為活動期間需要

出車，且外出時間也較長，不可能

拜託值務中心配合，因此會開車的

師父，便會優先列入考量。

又如相關佛教儀軌的事宜，

則由「儀軌組」負責承擔。以朝山

為例，需要維那悅眾來領隊，人力

由精舍負責早晚課、法器教授的梵

唄組安排，而「儀軌組」負責把流

程格式化，清楚紀錄何時要頂禮、

何時要跪拜等。此外，精舍圓頂儀

式、師父至外面道場受戒等，也是由

「儀軌組」負責教導，因為圓頂是人

生一大事，而外出受戒時，戒場時間

緊湊，要能做到不疾不徐、過程中沒

有失誤，事前的訓練非常重要。

無語良師送靈儀式中，靜思精舍德念

師父（左前）、德宇師父（右前）引領

眾人給予祝福；法師們也是慈濟推動大

體捐贈、籌辦相關典禮，最大的支持力

量。攝影／蕭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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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使分了組，卻是不分

工。身為十五人小組成員之一的德

法師父，提及德禪師父這次的角色

時，笑著表示，「禪師父就像是我

們的班長，一班十五人，十五人分

成了三組，但不論你分到哪一組，

只要沒有值事，其他組有活動，禪

師父都會鼓勵我們多多參與，希望

大家共同學習、共同成長。」

「沒有一個人是特別的，也沒

有一個人是客人，因為這是精舍

的活動，我們都是精舍一份子，

所以我們採用的是十五位一起共

同參與，不分你是在哪一個組

別。」德禪師父強調，這次精舍

常住功能團隊，重整調整分組，

但採取的是「人人都上手，彼此

不分工」的做法。

法脈、宗門一家親，精舍參

與志業體活動眾多，若十五人分三

組，一組五人的運作方式，人力單

薄；若彼此不分工，十五人一起運

作，屆時彼此有所交流，更能督促

彼此的成長。此外，每組師父任期

兩年，期滿後輪換他組，或視狀況

調整，也提高交流學習、累積經

驗、後續傳承的空間。

德禪師父認為，此一做法，

或許可用組隊中的「合和互協」來

形容，「其實我們沒有做很多的變

化，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去滿大家的

願，也讓精舍所有常住二眾都能盡

一分心力，所以要非常感恩這十五

位師父，沒有人質問為何把自己安

排在某一組，大家都是守住身邊的

因緣，非常配合、樂意學習，沒有

特別突顯誰，也沒有任何意見，整

個團隊運作感覺很美善，展現著最

好的配合度。」

除了分組不分工以外，此次還

有一大特色，便是設計制式表格。

「以往周年慶活動，有師父參

加，但沒有團隊；去年（2017年）

有團隊，但並不熟練；今年在不熟

練情況下，又要再帶人，也不可能

常靠開會，要如何讓資訊互通、沒

有斷層，我們透過文字和表格來建

置工作流程，任人看了即能懂。」

德禪師父說明，表格是最單純的

方式，人人依表格內容行事，無論

是雨天備案，或是缺失問題，都逐

一詳記下來，一方面團隊人人都能

掌握情況，當上人問到、或與宗教

處職工團隊互動時，不論是誰都能

清楚回應；另一方面，紙本留存下

來，好壞、優缺不漏，未來傳承交

接時，新進師父也能快速了解狀

況，以利事先做好規劃。

德法師父也認為今年最大特

色，就是表格式一事，將一切流程

規劃、任何狀況等全都逐一清楚被

紀錄下來，並且很感恩當自己因值

事無法參加活動時，透過表格就能

同步了解發生哪些事情，也能提醒

分工合心．建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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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未來要注意，學習頗多。

除了設計統一表格，將制度紙

本格式化，利於團隊溝通交流、為

未來傳承鋪路之外，今年精舍還有

兩大特殊之處，一是身高建檔，二

是長衫重製。

「上人非常重視行儀！」德法

師父表示，在去年浴佛時，上人問

及為何大家衣服的顏色不一樣，因

為每個人出家時間不一，而且每

批布料顏色總是有異，有人是新

製的，有人已穿多年，自然顏色

深淺就會有些落差，上人就會覺

得不整齊，因此精舍衣坊間德佩

師父，用同一批布料為所有人重

新裁製長衫。

至於，身高部份，是因為浴佛

採排時，不見得所有師父都會到

場，有人公務外出、有人值事忙

碌，排列隊形時就很難掌握高低落

差，「後來我們乾脆把大家的身高

全部建檔起來，差個一、二公分無

所謂，下次浴佛就直接給大家定點

位置，隊形自然會整齊了。」德法

師父表示，這有點像在為精舍二眾

建立大數據。

花蓮靜思堂浴佛典禮前，德禪師父就隊形行進中變化與表達方式，與呂秀

英（右一）、宗教處職工高加靜（右二）及李韋融（左二）進行討論。攝

影／柏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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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5月間的周年慶活動，

是「靜思法脈」溯源盛事，了解法

脈在何等克難中成立慈濟、支持宗

門運作；同時，也是「慈濟宗門」

弘揚大事，為佛教、為眾生，把佛

陀精神傳揚出去，邀眾感念佛恩、

親恩、眾生恩。

無論對法脈或宗門而言，都是

年度大活動，缺一不可，光靠法脈

團隊無法成就，只有宗門團隊也無

法圓滿。

尤其今年度花蓮靜思堂浴佛、

精舍周年慶活動，由精舍常住團隊

統籌規劃，宗教處等職工團隊、在

家居士退居第二線，從旁配合，共

同成就。當上人3月指示法脈承擔起

來後，本會副執行長劉效成至人文

志業中心洽公時，也將上人的意思

清楚帶到、並傳達出去，往年負責

花蓮靜思堂浴佛規劃的慈濟志工呂

秀英（慈悅），旋即在3月28日來到

精舍，特向師父團隊報告今年度的

初步規劃。

當精舍團隊和呂秀英互動討

論，初步有了結論後，便向上人報

告，請示方向。上人第一個指示，

便是花蓮區畢竟還是以精舍常住師

父為主，不像臺北中正紀念堂，所

以場次主副拿捏要精準。

「其實，配合是很好，我們能

配合別人也是很好，但是也不能夠

自己都沒有想法。」德禪師父特別

記得上人這段話的教誨，因此團隊

再度和呂秀英討論，調整細節後，

整體開場、走位做了大幅調整，並

集中三天彩排演練，一改過往精舍

師父團隊只是配合的角色。此次全

權由精舍師父決定。

在開場方面，希望能一開始就

達到收攝人心的目的，因此安排新

歌《佛在靈山》作為開啟，不像以

往用《爐香讚》傳統式的開場。

此外，在變化上也考量讓大

家一起動，而不是某些人動，其他

人如如不動，進而感受時間過得漫

長，結束後反而覺得疲憊。譬如以

往《爐香讚》開場，先開銅門，師

父隊型走出來，其他人必須足足七

分鐘站在定點不動；但今年以《佛

在靈山》開場，由在竹子佈置象徵

叢林的二十位師父先動，第二段銅

門開，門內師父隊型走出來，第三

段就由主管、來賓走位，接著第二

首曲《爐香讚》時，眾人齊動，感

覺浴佛流程加快，更加順暢。

「其實每年時間都一樣，還

是一個小時，只是因為站著不能

亂動，時間一久，加上天氣又熱

的話，就會覺得時間很難熬。今年

試圖做了一些變化後，感覺到時間

過得特別快的回饋聲音，我們也有

聽到，所以未來是否都朝這個方向

去調整，是維持或是再轉變，也都

可再思量。」德禪師父表示，此次

浴佛幕後．點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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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靜思堂浴佛的動線與流程，有

從參與者的角度去做考量並做出調

整，目前獲得回饋都是正向的。

另外，中正紀念堂的浴佛場

次，對精舍師父而言，和往年不同

的地方，除了有參與到司儀稿修潤

外，最重要的就是有機會聆聽上人

的指導。德法師父強調往年都沒有

這樣的機會，而這次呂秀英前來請

示，大家列席聆聽，從中感受到上

人尊重地主隊的細心，以及很重視

倫常次序。

譬如活動開始的敲鐘，因總統

是一國之尊，法師也是人民，上人

提醒應該要請總統先敲，而不是師

父先敲，再三叮囑不可太自大。德

法師父表示，上人真的給了我們很

重要的教育，否則我們都會心想這

是佛教的浴佛，應該是由法師先敲

鐘，所以很感恩有機會一起去請示

上人，從中學習上人如何看待人事

物，也明白上人看得既深又遠，而

自己還不足，還要學習。

「歲月不饒人，師父有責任為後

世做準備！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明文

建立法脈宗門綱領，而每一位常住就

是這條繩子，這條繩子要合起來、構

成總綱，讓道場的法脈永續。」

慈濟成立於1966年5月14日（農

曆閏3月24日），迄今走過五十二個

年頭，作為慈濟宗門後盾的靜思精

舍，上人對每位弟子都有深切的期

待，特於4月27日對「靜思精舍典範

道場推動小組」五十多位幹部強調

鞏固靜思家風、建立典範道場的重

要性。

上人指出，靜思道場有戒規，

靜思弟子要內修誠正信實，彼此用

誠懇的心相互對待，精舍常住不受

叢林願景．永續傳承

慈濟周年慶系列活動，

慈濟志工回到心靈的故

鄉靜思精舍參與朝山活

動，在朝山隊伍旁，德

謙師父神情專注敲鐘提

示眾人注意在腳下。攝

影／林宗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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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而自力更生，並且負擔起全球

慈濟人返回精舍的食宿用度，讓慈

濟基金點滴不漏，用於救助苦難

人。早期常住清貧，即使必須借

貸、做工還債，也堅守原則，不動

用慈善基金，這就是靜思道場的家

風、慈濟宗門的門風。

若不在此時確立法脈宗門，

將來隨著人事轉變，慈濟就會在佛

教中、社會中消失了。所以，為了

後世永續明立宗門，並推動、強化

精舍制度運作，「靜思精舍典範道

場推動小組」因應而生，活動、儀

軌、無語良師三個組，也是在此期

待下成立，每位師父都有共識，要

一起來承擔起靜思家業、鞏固家

風。

像是首次承擔重任的德勉師

父，目前是「無語良師組」成員之

一，雖然是第一次接觸，也還在學

習當中，但對自己有很深的期許，

也很清楚知曉未來傳承的重要性，

所以只要有需要帶人的話，自己絕

對不會吝嗇，定會傾囊相授。

「講『傳承』，不敢，一來自

己沒有那麼資深，還很初學，二來

也覺得還沒有那個能力，但講『承

擔』倒是可以。」德禪師父認為出

家修行是一大事，因為我們跟隨上

人，而上人都會說來到精舍就是要

做，所以每位師兄弟都很用心投入

在靜思家業、入眾修行、相互學

習，大家願意來承擔，都只希望能

讓上人安心，讓長老們放心。

德禪師父很感恩這十五位師父

的發心與投入，得以讓慈濟五十二

周年慶圓滿，但這只是一個「前方

便」，未來還有五十三、五十四、

五十五周年，還有許多佛教儀軌大

事，相信這樣的經驗不斷累積下

去，然後帶動更多師父加入，為未

來永續共同承擔、鞏固靜思家風。

（撰文／顏婉婷）

註一：德愷師父、德佩師父、德宇

師父、德劭師父、德勘師

父、德勉師父、德椒師父、

德杭師父、德柏師父、德霈

師父、德法師父、德格師

父、德本師父、德渙師父、

德恭師父

圓頂是出家師父的人生一大事，

在儀式過程力求精確、莊嚴，何

時拜跪、何時頂禮等，均由儀軌

組師父親自教授。攝影／蔡淑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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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敬聚福　共善弭災

──臺灣重大災害援助

慈善是慈濟的根，訪視是慈善的本。慈濟在臺灣扎

根五十二年，六萬四千八百二十三位受證委員和慈誠遍

及各縣市，建構成聞聲救苦的綿密菩薩網，平日固定訪

視照顧戶和居家關懷戶，瞭解案家近況，並依所需提供

住家清掃、房屋修繕、就學獎助、生活補助金等扶助；

社區發生急難事件時，志工迅速馳援，再視災情規模評

估是否跨區動員，若有災戶生活因此陷入困頓，則列為

長期關懷個案，直到案家能夠自立。

慈濟慈善工作的靈活和效率，來自「社區志工」制

度的推行。早期志工網絡依個人的人際關係形成，各組

攝影／彭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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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橫跨不同的地理區域，要集結人力相對困難。1996

年，賀伯颱風重創臺灣，其中臺北縣板橋市連續淹水兩

天，高度最高達五公尺，板橋和鄰近的新莊、樹林乃至桃

園志工，紛紛投入發送熱食、災後清掃等工作，卻同時突

顯外區志工在陌生環境摸索的問題；尤有甚者，志工目睹

許多住在高樓層、未直接受災的社區居民袖手旁觀。

證嚴上人有感於人際的冷漠疏離，提出「社區志

工」的呼籲，1997年開始以居住地為單位，將鄰近社區

的慈濟志工編成一組，促進志工彼此互動並就近服務在

地個案。此外，志工也帶動鄉親一起掃街、資源回收、

關懷長者、照顧貧戶，或以環保、孝親、健康等主題舉

辦茶會，期待藉此喚回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傳統美

德，人人皆是社區的志工。

二十年的經驗累積，讓慈濟志工在社區發生急難事件

的當下，能做最有效率的應變。回顧本年度全臺救助足

跡：2月花蓮地震、嘉義連棟木造屋火災；4月新北市公寓

瓦斯氣爆、桃園敬鵬工業火災；8月衛福部臺北醫院附設護

理之家火災、熱帶低壓水災；10月普悠瑪出軌事故……計

二百九十二件災後援助，共動員志工二萬四千九百四十四

人次，關懷鄉親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七戶次。

當中以「0206花蓮地震」、「0823熱帶低壓水

災」、「1021鐵路事故」，災情最為嚴重。不論是家園

破碎、天人永隔，抑或是水淹及胸、寸步難行，志工總

能適時地發揮後援作用，給徬徨無助者倚靠，作救難人

員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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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花蓮地震

農曆年前一週，2月6日23時50分，花蓮近海發生芮氏規模6.26、

市區震度七級的極淺層地震，造成民族里的統帥大飯店，國盛里的雲

門翠堤、白金雙星、吾居吾宿三棟大樓等建物坍塌，以及七星潭大

橋、尚志橋等交通要道嚴重龜裂，有十七人因此往生，二百九十一人

受傷。

慈濟志工為調度物資展開大規模的動員，隨時回應各服務中心的需求，將

物資送往賑災前線。攝影者／潘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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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後第一時間，靜思精舍清修

士團隊拿著電腦前往新講堂，7日0

時許即成立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

蒐集地震相關訊息，並致電各社區

的基金會職工與志工，詢問是否平

安。一向都有備災、備糧觀念的精

舍師父則是前往大寮拍薑、熱鍋，

雖然還不了解災情有多廣多大，但

他們知道在寒冷的天候中，救災線

上最需要的就是薑湯與熱食。

0時10分，花蓮慈濟醫院啟動急

診大量傷患緊急應變機制，召集近

三百位醫護、行政人員投入救援工

作。其間，許多基金會職工與社區

的志工也自發性地走出家門勘災，

並於1時20分在花蓮靜思堂成立合心

防災協調中心，就近調度物資及人

力，投入賑災。

在半夜的驚恐中，坍塌大樓周

遭的住戶不敢待在室內，或駐留在

街道，或前往政府收容中心避難；

精舍師父準備的香積粥、饅頭和

薑茶，由師父及志工一同送往重災

區、收容中心、慈院急診室等地，

溫暖鄉親的身心。

總指揮中心亦開放花蓮志業園

劇震來襲　菩薩湧現

慈濟「0206 花蓮地震防災協調總指揮中

心」，災後即刻於靜思精舍成立，透過

跨處室的團隊組合，因應災區的各種需

求。攝影者／潘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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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全球志工寮房安置慈濟大學學生及

避難民眾，並隨著安置需求與政府搶

救工作進展，動員志工陸續在國民四

街（志工自宅）、福康大飯店、中華

國小、縣立體育場、金銀島廣場、天

惠堂、藍天白雲民宿、殯儀館等地，

設立慈濟服務中心，供應熱食和毛

毯、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等

生活物資，膚慰鄉親的不安，也作為

救難人員的後盾。

慈濟志工為收容中心的入住鄉親鋪設福

慧床，讓大家休息時得以避開地板的寒

氣。攝影者／羅明道

社區中的學校，往往也是政府

劃定的災害避難場所，逃離住家的

國盛里民眾，漸漸聚集到中華國小

活動中心前空地，在低溫冷風中，

靜候天亮；從統帥大飯店裡逃出來

的旅客，先在斜對面的福康大飯店

大廳及周邊空地避難，後來即被送

往花蓮縣立體育場的收容中心

此時靜思精舍師父送來了薑

茶、熱食，志工也將毛毯、福慧床

運抵現場，並且將床搬進室內一一

鋪展好，讓大家得以暫時棲身，舒

緩緊張的情緒。

國盛里是重災區雲門翠堤大

樓的所在地，里長張芝瑜本身也是

受災戶，當她走進國小時，映入眼

熱食物資　及時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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簾的是一大群身穿藍天白雲的慈濟

志工，裡面有許多都是她熟識的鄰

居，跟她一樣也是受災脫困而出，

卻先放下自己家中的狀況，趕往收

容中心服務大家。

曾有朋友對張芝瑜說，慈濟只

救國外沒救國內，但志工付出的畫

面讓她完全釋懷了，在脫困後所看

到的，是志工早已投入賑災，她感

動地告訴志工：「感謝再感謝！第

一時間就是看到你們穿這套藍色的

制服，大概在凌晨十二點半，密密

麻麻地全部到中華國小……」

2 月7 日下午，志工在中華國小

展開受災戶慰問金發放，在張芝瑜

協助造冊及安排下，志工在學校教

室裡與受災戶會談，安撫他們的情

緒，同時評估了解個別家庭狀況及

受災情形，隨後立刻發放慰問金。

許多受災鄉親倉皇逃出時身

無分文，拿到這筆可以應急的慰問

金，內心都十分感動。一位陳姓受

災戶說：「這（慰問金）對你們來

說不是很多，但對現在的我們來講

是很多，是很大、很大的愛，是你

們給我們的溫暖。」

隨著搜救工作進入尾聲，到花

蓮支援的各縣市救難人員及國軍陸

續完成任務準備撤離。靜思精舍師

父與慈濟志工9日開始走進災區向救

難人員致送祝福禮，表達慰勞與敬

意，另於12、13日前往花蓮警消單位

致意。

強震過後，花蓮慈濟醫院啟動緊急應變

機制，照護大量湧入的傷患。攝影者／

陳安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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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雙星大樓 

統帥大飯店

雲門翠堤大樓

中華國小

福康大飯店

藍天白雲民宿

自強國中

花蓮縣立體育場

．2/7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2/8設置課輔陪伴閱讀中心

．2/8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國民四街
．2/7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2/7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天惠堂
．2/8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2/9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與課輔陪伴閱讀中心

．2/7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2/8設置課輔陪伴閱讀中心

慈濟志業園區

．2/7花蓮靜思堂成立合心防災協調中心

．2/7開放慈濟志業園區全球慈濟人寮房安置民眾

．2/7花蓮慈濟醫院啟動急診大量傷患緊急應變機制

金銀島廣場
．2/7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0206花蓮地震災區與服務站

花蓮市殯儀館
．2/9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吾居吾宿大樓

災點

安置點

慈濟服務中心

慈院設救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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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雙星大樓 

統帥大飯店

雲門翠堤大樓

中華國小

福康大飯店

藍天白雲民宿

自強國中

花蓮縣立體育場

．2/7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2/8設置課輔陪伴閱讀中心

．2/8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國民四街
．2/7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2/7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天惠堂
．2/8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2/9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與課輔陪伴閱讀中心

．2/7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2/8設置課輔陪伴閱讀中心

慈濟志業園區

．2/7花蓮靜思堂成立合心防災協調中心

．2/7開放慈濟志業園區全球慈濟人寮房安置民眾

．2/7花蓮慈濟醫院啟動急診大量傷患緊急應變機制

金銀島廣場
．2/7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0206花蓮地震災區與服務站

花蓮市殯儀館
．2/9設立慈濟服務中心

吾居吾宿大樓

災點

安置點

慈濟服務中心

慈院設救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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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鄉親入住收容中心之後，團體

生活的種種民生問題開始浮現，每天

製造的大量垃圾，便是一大問題。

慈濟志工7日開始在中華國小設

置資源回收站，二十四小時輪班引

導鄉親分類垃圾與可回收資源，讓

垃圾車、回收車一到，就能迅速載

走。花蓮縣立體育場的志工也在垃

圾桶處拉起回收宣導布條、文宣，

教導鄉親如何分類，讓這臨時設置

的環保站沒有一絲異味。

地震後，即使不是入住中華國

小的鄉親，也會到校園取用賑災資

源。然而學校及災區附近全面停

水，校內廁所就因為停水而無法使

用，雖然市公所運來十座流動廁所

應急，但缺乏水源挹注及政府清潔

人員不足，很快地又不堪使用。

近千人的如廁大事，成了眾人

「能忍則忍」的苦惱事。慈濟基金

會職工請市公所派出水車補充，

9 日開始由慈濟志工協助清理。當

天下午，從臺北前來支援的人力抵

達，四十人被分派到中華國小，他

們一到現場，立刻動手刷洗廁所，

還拿拖把將地板整個擦得乾乾淨

淨，最後在廁所外擺放幾桶乾淨的

水，方便每個如廁後的鄉親洗手。

此後，志工每隔兩小時清掃一

次，讓廁所維持得乾乾淨淨，終於

解決了近千人的衛生問題。

花蓮縣環保局人員目睹慈濟志

工的機動及效率，也委託志工從9日

開始每天為收容中心全面消毒和清

掃兩次。志工由衛生局

人員教導正確的清毒方

法，初期重點地方加強

每兩小時消毒一次，一

起為收容中心的防疫工

作努力。

同理災民　無微不至

慈濟志工用心、賣力地刷

洗著流動廁所的每一處，

不嫌惡臭髒亂，只想讓廁

所保持乾淨，希望留給每

一位使用者好心情。攝影

者／陳李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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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動，人不分貧富、老

幼，驚懼的心皆是一樣。慈濟大

學、慈濟科技大學及慈大附中，在

教育志業執行長蔡炳坤的號召下，8

至13日於政府收容所縣立體育場、中

華國小設置「課輔陪伴閱讀中心」，

一來為入住的家長分勞，讓他們專心

處理災後事務之餘，也能享有較好的

休息品質；二來就是從陪讀中，有機

會發現孩童潛藏的災後心理問題，從

旁協助他們紓解壓力。

這樣的做法，正好與臺灣世界

展望會的兒童關懷中心、花蓮縣社

工工會、花蓮家扶中心、花蓮縣臨

床心理師公會、花蓮縣諮商心理師

公會、花蓮縣社工師公會等單位的

訪視關懷，結合成一個全面性的關

懷網，與政府單位配合，成為對

入住兒童及家長災後心理創傷跨組

織、跨政府民間合作的照顧。

此外，花蓮慈院在解除大量

傷患緊急應變機制後，也出動醫護

人員支援收容中心及慈濟服務中心

的醫療服務；後續身心科醫師又舉

辦心理調適講座，以及設立安心門

診、二十四小時安心專線，為受到

驚嚇的鄉親提供各項災後症候群的

靜思精舍師父及慈濟志工2月11日前往七

星潭災區勘災、發放慰問金給予房屋受

損的家庭。攝影者／陳麗雪

創傷壓力　家訪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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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直至月底。

10日，靜思精舍師父偕同慈濟

志工啟動兩天的安心關懷，來自臺

北、宜蘭及臺東、臺南等地的志

工，紛紛湧入花蓮支援。家訪範圍

除了鄰近災區之外，也以「敦親睦

鄰」的方式，在慈濟志業體所在地

周圍的社區進行關懷，涵蓋統帥大

飯店、雲門翠堤大樓、靜思精舍、

慈濟志業園區、慈濟教育園區周

邊，分一百四十六條動線挨家挨戶

拜訪鄉親，並致送祝福禮。

安心關懷之外，11日下午再於

靜思堂舉辦「祝福花蓮‧祈禱音樂

會」，邀請慈濟藝聯會志工與慈濟

志工等人，透過表演、心情分享等

方式，撫慰「0206花蓮地震」受災或

受驚嚇的鄉親，並感恩投入救災的

警消及社會團體；證嚴上人親臨現

場為眾人開示祝福。

慈濟急難援助直至28日陪伴家

屬圓滿最後兩位罹難者入殮、火化

儀式，才告一段落，期間除了自外

縣市調度物資，亦動員臺北、桃

園、臺中、雲林、臺南、高雄、宜

蘭、花蓮、臺東等地志工逾三千人

次，投入賑災工作。

靜思堂的「祝福花蓮‧祈禱音樂會」，

一首首溫暖動聽的歌曲，將全場上千顆

心串聯一起，不僅膚慰了受災鄉親的心

靈傷痛，更是慈濟藝聯會志工對受災鄉

親最誠摯的祝福。攝影者／王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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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動員

3,067人次

致送關懷慰問金

211戶 431萬元
熱食

16,803人份

安心祝福禮走訪1,282戶
送出1,068份
救難人員感恩禮1,592份

生活包

239包

毛毯1,801條

福慧床744床

（未含提供災民熱食、毛毯、福慧床、生活包等支出）

統計截至2018/03/01

關懷行動數據統計0206花蓮地震

愛是最溫暖而堅強的支持力

量！花蓮地震發生後，慈濟曾在全

球苦難角落付出過的愛，從四面八

方回流到臺灣，來自世界各地的祝

福不斷湧入花蓮，有心靈支持的祈

禱，也有實質的善款援助，都是希

望災區民眾能盡快重新站起。

遠在南美洲的多明尼加，慈濟學

校學生的心也貼近臺灣。曾經居住在

垃圾山的孩子無法讀書，慈濟援村建

校後，他們有了追求夢想的希望；本

著回饋的感恩心，孩子們紛紛捐出竹

筒，奉獻一點點零用錢。

「現在臺灣發生地震了，幫助我

們的人有困難了，誰要幫助他們？」

在土耳其滿納海學校就讀的敘利亞難

民兒童爭相舉手：「我願意！」孩子

們把「愛心」存入慈濟的竹筒，要把

這分愛送回地震發生地──臺灣花

蓮；雖然大家生活上各有困難，卻依

然想為臺灣盡一分心力，所得善款折

算新臺幣近四十萬元。

與土耳其一樣友善難民的約

旦，境內收容數百萬名從敘利亞逃

出的難民。約旦慈濟志工在為難民

發放臺灣愛心米時，得知花蓮地震

消息，難民紛紛報以善意回應，孩

子捐出身上零用錢、婦女義賣手工

點心……他們都想方設法要幫助一直

都在關心他們的臺灣。

而約旦境內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的貝都因人，也紛紛捐出自己僅有的

積蓄，一同為臺灣加油。約旦當地慈

濟志工慈力（Lily J. A. Ramian）說：

「很靠近慈濟的心靈故鄉，發生嚴重

大地震，全世界有愛心的人都在幫忙

募心募款，希望大家也都能透過小小

的竹筒，捐出一點點的愛心。」

以愛為寶　善意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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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非洲 南非、賴索托 大洋洲 澳洲、紐西蘭

臺灣、中國大陸、土耳其、約旦、

日本、香港、馬來西亞、尼泊爾、

汶萊、新加坡、柬埔寨、菲律賓、

緬甸、韓國、越南、印尼、

斯里蘭卡、泰國

美洲 美國、墨西哥、多明尼加、

阿根廷、巴西、厄瓜多、

智利、巴拉圭

歐洲 荷蘭、德國、

義大利、英國、

法國、奧地利

0206花蓮地震捐款國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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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非洲 南非、賴索托 大洋洲 澳洲、紐西蘭

臺灣、中國大陸、土耳其、約旦、

日本、香港、馬來西亞、尼泊爾、

汶萊、新加坡、柬埔寨、菲律賓、

緬甸、韓國、越南、印尼、

斯里蘭卡、泰國

美洲 美國、墨西哥、多明尼加、

阿根廷、巴西、厄瓜多、

智利、巴拉圭

歐洲 荷蘭、德國、

義大利、英國、

法國、奧地利

36個

統計日期：2018/2/28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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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於8月23至29日期間接連

受熱帶低壓與西南氣流影響，在屏

東、高雄、臺南、嘉義等縣市降下

致災性雨量，加上適逢大潮、地層下

陷、降雨時間長、降雨強度超過排

水保護標準等因素，據「0823熱帶低

壓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統計，造

成一千五百多處積淹水災情，累計疏

散撤離八千四百九十二人，農損逾

八億七千萬元；其中又以嘉義淹水面

積最廣、受災戶數最多，臺南次之。

23日6時30分，熱帶低壓自屏東

登陸，在屏東、高雄、臺南造成局

部區域淹水，經濟部水利署為此於

10時50分針對三縣市部份地區發布一

級和二級淹水警戒。慈濟花蓮本會

憂心災情擴大，由副執行長劉效成

擔任召集人，於15時在靜思精舍成

立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關注災情

發展，也備妥備災金及各項賑災物

資，並持續淹水地區的志工聯繫，

做好備災、賑災準備。

0823熱帶低壓水災

熱帶低壓水災已近一週，嘉義縣布袋鎮考試里仍有積淹水未退，慈濟志工

28日謹慎緩步地走入村里訪視。攝影者／黃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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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熱帶低壓緩速北移，臺

南、嘉義等地的災情不斷傳出，慈

濟臺南分會、嘉義聯絡處於24日分

別成立合心防災協調中心，初步救

援行動因許多鄉親受困家中，即使

冒險外出，也難買到食物，所以動

員志工準備熱食、生活包，再涉水

送餐；嘉義大林慈濟醫院營養治療

科中央廚房亦支援製作便當，再由

院長賴寧生帶領同仁和醫院志工送

至溪口鄉與新港鄉的災區發放。

高雄分會因當區災情較為零星，

未成立協調中心，由各社區的志工評

估送餐需求。24日，岡山慈濟志工與

嘉興里里長黃富藏討論後，即刻集結

人力至志業園區烹煮熱食，並在義消

與熟悉地形、水溝位置的在地居民協

助下，以橡皮艇運送便當進入積水較

高的巷弄發送。

嘉義縣布袋鎮全鎮二十三個

里皆成水鄉澤國，志工用「慈濟51

號」急難救生艇載運便當，人涉水

推著救生艇緩緩前進，放眼望去

彷彿一片汪洋。許多一樓浸水的

鄉親聽到志工送便當的消息，紛

高雄岡山慈濟志工到嘉興里發送熱食，

並祝福受災鄉親早日恢復正常生活。攝

影者／王福壽

涉水送餐　身飽心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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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低壓於8月24日8時自臺中梧

棲出海，災區積淹水也隨之漸漸消

退，志工除了繼續供餐外，也著手

規劃後續的社區家訪、清掃等援助行

動。本會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則自大

愛感恩科技公司調度防穿刺鞋墊與防

割手套，送至嘉義、臺南，提升志工

在環境清理服務時的安全性。

兩項防護裝備皆是由大愛感恩

科技研發，並首次應用在慈濟的賑

災行動中。研發因緣始於去年6月臺

灣北部遭遇梅雨災情，有志工在協

助災戶清掃時，發生手腳被鐵釘或

尖銳器物刺傷的事故，證嚴上人獲

知後，就趕緊請大愛感恩科技團隊

研發因應的裝備，才有了這兩項慈

悲科技產品問世。

25、26日，嘉義和臺南志工先

後於淹水退去後，啟動社區安心關

懷，探視鄉親，協助清掃家園，並

致送安心祝福禮、慰問金及慈濟慈

善物資卡，這也是物資卡第一次運

用在臺灣的賑災發放。

物資卡是與全聯福利中心合作

推行，志工發放前會評估受助者鄰

近有無全聯門市，交通是否方便等

因素，均合適才發卡。持卡人能選

購除菸酒之外的商品，較之發放現

金或統一採購的生活物資，更安

全且貼近個人的需求，還能減省

逐戶關懷　致送安心

紛從二樓陽臺探頭觀望，志工便

趕緊詢問：「請問您需要幾個便

當？」「五個」、「四個」、「六

個」……鄉親從樓上用繩子繫住桶

子、籃子，垂降到一樓讓志工放入

便當。

相同的畫面，也出現在臺南災

區。25日，志工送便當到麻豆區，

一位劉先生拿著釣竿走近志工身旁

說道：「八八、納莉水災，慈濟第

一天就來送便當了，我們已經四餐

沒吃到熱飯了！」志工回應：「慈

濟臺南賑災船昨天出差到超級重災

區白河、鹽水、學甲一帶送便當

了，我們來遲了，讓大家久等，真

是抱歉。」

「好吧！我要回家，順便帶

路。」聽了志工的解釋，劉先生豪

爽地承擔引路人，這一帶好幾戶人

家，是否還住人，他瞭如指掌，也

幫忙高聲吆喝。走沒多久，就遇到

一戶人家需要三個便當，但他們手

邊並無工具能從二樓接應，所幸有劉

先生的釣竿，志工才順利送出便當。

志工秉持「不為己身求安樂，

但願眾生得離苦」的菩薩精神，送

餐的腳步直至31日各地積淹水退去

後才停歇，總計在高雄、臺南、嘉

義共送出四百三十六份生活包、二

萬三千七百六十八份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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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物資的人力，並免除彼此的

搬運負擔。

嘉義一位五十歲的蔡先生剛洗

腎完回到家，就遇上志工來訪，志

工將物資卡送至他手中並說明使用

方法，還陪伴他到全聯開卡使用。

蔡先生用卡片購買了水果與牛奶，

並開心地告訴志工：「出門不用帶

錢，這幾天如果有缺什麼東西，有

這一張卡可以過來這邊買東西，很

方便，幫助很大。」

各地區積淹水消退後，本會防

災協調總指揮中心與嘉義、臺南兩

處協調中心共識於9月1、2日進行重

災區大規模安心關懷。

嘉義布袋、東石路線，由本會

副執行長劉效成和彰化、雲林志工

支援；臺南鹽水、學甲、將軍、柳

營、後壁路線，由本會副執行長熊

士民和北區、桃園、新竹、臺中志

工支援。兩縣市又各有十位靜思精

舍師父陪伴同行，撫慰鄉親並了解

受災情況，作為未來援助參考。

過程中，志工另協助臺南歡雅

國小清除校園垃圾，以及為真理大

學臺南校區清掃體育館、圖書館、

餐廳等校舍，讓校方能順利開學。

後續又於9月8、9、15日，在臺南學

甲、七股和嘉義東石舉辦九場祈福

會，安定受災鄉親的心靈。

嘉義布袋的翁阿嬤看見靜思精舍師父來

訪，歡喜地笑了起來，並說道：「看到

師父足（臺語）歡喜！」攝影者／簡淑

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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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除了造成財物損失，民眾

在避難時也容易產生心理壓力，或

因為久浸汙水，導致皮膚潰爛、甲

溝炎，以及清掃家園時的筋骨痠痛

等問題。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團隊從水

災隔天開始，先是支援志工供應熱

食，在安心關懷啟動時，亦出動醫

護人員隨行往診，並在收容所設

置義診站，提供外傷包紮、心理諮

詢、慢性病用藥補充等服務。

29日，大林慈院義診團隊在掌

潭村保安宮駐點服務時，遇到有支

援清掃的國軍弟兄腳遭刺傷，慈院

醫師立即協助包紮，並提供防穿刺

鞋墊，守護他們的安全。翌日再

由慈院院長賴寧生代表慈濟捐贈

兩百五十雙防穿刺手套及三百雙防

穿刺鞋墊捐贈給協助清掃的國軍官

兵，由陸軍南測中心指揮官劉沛智

少將代表接受。

臺南災區義診則由臺北、臺中

慈院醫護團隊，以及

北區、中區、雲嘉南

區慈濟人醫會承擔。

至9月2日，慈院及慈濟

人醫會及共動員九百

零七人次，服務鄉親

一千五百九十二人次。

醫療慈善　攜手療傷

此次安心關懷行動，志工在

兩重災縣市、二十一個鄉鎮市區共

走訪九千三百九十九戶鄉親，並記

錄下有生活、醫療、心靈、住屋修

繕等協助需求者二百六十六戶；經

過當區志工再行關懷後，將其中

二十二戶列為扶助個案，持續陪

伴。在高雄、屏東亦有小規模的安

心關懷行動，為五十八戶鄉親送上

祝福。

大林慈濟醫院醫師為布袋

鄉親義診，仔細查看患者

腳底的病症。攝影者／黃

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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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嘉義縣

太保市

朴子市

東石鄉

新港鄉

溪口鄉

義竹鄉

布袋鎮

縣市 鄉鎮市區

臺南市

安南區 北門區

麻豆區 新營區

佳里區 後壁區

西港區 白河區

七股區 下營區

將軍區 柳營區

學甲區 鹽水區

縣市 鄉鎮市區

高雄市

鹽埕區 田寮區

鼓山區 燕巢區

三民區 鳳山區

仁武區

縣市 鄉鎮市區

屏東縣

長治鄉

新園鄉

枋寮鄉

0823熱帶低壓水災安心家訪區域

志工動員

10,306人次

慰問金、物資卡

264戶 781,000元

家訪關懷

9,457戶次

熱食

23,7680份

統計截至2018/09/02

關懷行動數據統計0823熱帶低壓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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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第6432次自強號（普悠瑪）10月21日14時50分從新北市樹林

站發車，開往終點臺東站，16時50分行經宜蘭縣新馬站時，發生出軌

翻覆事故。宜蘭縣、新北市、基隆市消防局，以及內政部消防署、國

軍累計出動兩百多人漏夜救援，鐵路局也投入近兩百人搶修。

1021鐵路事故

「1021鐵路事故」罹難者大體開始搬運時，慈濟志工合掌為他們助念佛

號。攝影者／賴振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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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慈濟志工聽聞消息後立刻

啟動關懷機制，在17時20分即抵達現

場，並接受救災單位安排，在第二

線管制區成立服務中心，後續又在

車站候車室成立第二個服務中心，

全程配合搜救行動提供物資。

在慈濟羅東聯絡處，志工吳宏

泰擔任召集人，成立合心防災協調

中心，集結人力準備熱粥、薑茶、

飲水、環保毛毯、淨斯多功能折疊

床（福慧床）等物資，再送至車站

的服務站讓救難人員補充能量，稍

作喘息。慈濟花蓮本會亦於靜思精

舍成立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協助

調度跨區人力、物資等賑災資源。

事故發生時，有六位靜思精舍

師父結束環保志工授證活動，正在

回程途中，便駐留羅東聯絡處，陪

同三十三位志工分別前往羅東聖母

醫院、羅東博愛醫院、臺北榮民總

醫院蘇澳分院、宜蘭市陽明大學附

設醫院關懷傷患並協助聯繫家屬，

同時提供熱粥、薑母茶、生活包，

讓受到驚嚇的乘客們能夠先把身心

安頓下來。

由於罹難者遺體皆送往榮民

醫院暫存，為了不讓罹難者在家屬

花蓮靜思精舍師父投入「1021鐵路事

故」關懷行動，與慈濟志工到羅東聖母

醫院探視傷患。攝影者／丁碧輝

徹夜駐守　適時伸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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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抵前無人陪伴，精舍師父也發揮

宗教膚慰的力量，帶領志工為罹難

者助念；家屬趕到後，志工在旁照

應，盡一切力量幫忙度過難關。

翌日，醫院駐點志工再陪伴家

屬護送大體到縣立殯葬管理所（員

山福園）進行修復，並與進駐在福

園的志工做好交接，避免家屬的傷

慟重複被打擾；志工就是靜靜坐在

旁邊傾聽，再適時遞上一杯熱茶，

或給予肩膀依靠。

有感於事故傷亡人數眾多，花

蓮本會調度本會職工與北區志工前往

支援第二天的院訪，並於殯儀館陪伴

家屬，致送慰問金；慈濟人醫會團隊

則在車站設置醫護站，照料救難人員

身心，直到搜救任務結束才撤離。

慈濟人醫會醫護志工在新馬車站為中暑

的警察按摩，舒緩緊張的身心。攝影者

／許金福

出軌事故共造成十八人往生、

二百一十五人輕重傷，往生者當中

有十五人是臺東人，更有八人是董

姓一家三代同車殞命；其餘三人為

花蓮、新北、新竹人士。

花蓮本會將訊息布達給罹難者

家屬所在地的志工，請他們接續關

懷。臺東十五位罹難者大體22至25日

陸續返鄉，宜蘭慈濟志工在員山福

園陪伴家屬送靈，臺東慈濟志工則

於市立殯儀館陪伴親友迎靈，並自

23日起設置服務中心，提供茶水和

菩薩網絡　愛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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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殯儀館追思靈堂每天都有法師前往助念，但因誦經時間較長，參與的

親友較少，因此慈濟志工25日起每天13時30分，用簡短的六分鐘時間，邀

約親屬朋友一同前來為往生者祈禱，也為天下祈福。攝影者／洪岱瑩

餐點，適時予以膚慰，直到31日聯

合公祭圓滿；未參與聯合公祭的家

屬，志工再依各自的公祭時間，另

外到場協助相關事宜。

23日的迎靈過程中，禮儀公司

依據習俗為董家準備八把黑傘，等

待他們的「家人」歸來。晚間7時

許，第一輛救護車緩緩駛入，久

候的臺東慈濟志工已在路旁整齊列

隊，唱誦佛號。車子停下，罹難者

大體移出，第一支黑傘上前接靈，

離開；第二支黑傘離開時，臺東縣

政府人員也跟著念佛，志工還不時

聽到隊伍後面傳來啜泣聲；已不知

道第幾支黑傘接靈時，連媒體記者

都忍不住流淚。

而為了讓宜蘭到臺東的陪伴能

無縫接軌，宜蘭慈濟志工黃麗蓉、

黃綉娥24日南下臺東殯儀館，與臺

東志工交接在宜蘭與家屬互動的細

節，並一同前往海端鄉龍泉部落再

次慰訪罹難者家屬。

「生者心安，亡者靈安」，

是何其不易，從事故發生之後，慈

濟志工們一直關注著事件發展，配

合花蓮本會救災總指揮中心的訊

息傳遞，關懷陪伴傷亡者家屬。

截至11月中旬，慈濟動員志工超過

一千二百人次投入關懷，不論在宜

蘭或是臺東，只要家屬有需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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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截至2018/10/25

關懷行動數據統計1021鐵路事故

志工動員

1,228人次

熱食

1,344人份

淨斯多功能折疊床

（福慧床）38張

環保毛毯  100件

環保圍巾       1箱

慈濟自2014年高雄氣爆事件援

助後，在重大災害過後便會啟動

「安心關懷」，全臺志工紛紛馳

援，希望以最即時的行動，安撫鄉

親飽受驚嚇的心，同時表達證嚴上

人及全球慈濟人的慰問與祝福；也

因為實地走訪災區每一戶人家，能

明確了解住戶是否有復建困難或其

他需求。

生命就在呼吸間，呼吸看似平

常，卻舉足輕重，安心家訪，亦是

如此。天災無常，最即刻的訪視關

懷，讓受災者感受到沒有被遺忘，

這也是志工自費自假、不畏辛勞，

所能給予最貼心的溫暖。

11月中旬開始，上人行腳全臺

主持授證暨歲末祝福感恩會，多次

在回顧《慈濟大藏經》影片後表

愛心匯聚　重災輕受

工一直都在，期待這一張輕柔的關

懷網，讓受難者家庭不再繼續往悲

傷深處墜落。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亦與張崇晉

婦產科診所、臺東縣中醫師公會合

作舉辦為期七個月的義診，自12月1

日起，每週六在張崇晉婦產科診所

為鄰近臺東市的傷者及家屬提供中

醫診療及芳香精油按摩服務；關山

慈院從5日起，於每週三夜間開設

「大關山普悠瑪門診」，提供鄰近

關山地區的傷者及家屬就醫，希望

藉此幫助鄉親的生活回到正常的軌

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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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臺灣人很有福氣，雖然屢有災

情，但都有愛心人及時出現在需要

幫助的地方，人人付出點滴力量，

匯聚成膚慰傷痛的愛心能量；而福

氣是靠鄉親平時付出愛心，為人間

造福得來的。

「從過去一年來的慈濟慈善

回顧，可以看見天下災難很多，臺

灣相對平安有福。然而這一分福不

會永遠屬於臺灣，必須時時戒慎虔

誠，培養愛心造福人間，才能延續

福報。所以今年歲末祝福對大家

說：『感恩尊重生命愛，和敬無諍

共福緣』，要平等尊重生命，降低

環境污染，少造殺業；人與人之間

要和氣相處，彼此尊重，說好話、

結好緣，不要為了私利毀謗別人。

人人和氣無諍，才能共造福緣，讓

我們的社會祥和，消弭災難。」 

（彙編／沈昱儀）

土耳其滿納海學校的敘利亞籍學生，拿著親手繪製的「謝謝臺灣」圖畫，

感謝臺灣的愛心援助，也為花蓮地震受災鄉親送上祝福。攝影者／余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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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長照與時俱進

菩薩精神恆持不變

證嚴上人：

前天臺中慈濟委員開會，我希望他們能關心社區老人，

有一組說他們的社區有五十多位獨居老人，另有一組說他們

的社區有一百三十幾位獨居老人……這些獨居的老人，並不

表示他們一定需要被救濟援助，重要的是需要有人關心。目

前慈濟委員正規劃如何讓健康的老人照顧健康情況較差的老

人，讓他們有彼此聯誼的機會，以減少死亡多日、鄰人還不

知的情況發生，也讓老人生活中有更多的溫情相伴。

（1998.05.28大愛齊心──臺中中興大學幸福人生講座）

攝影／游錫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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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臺灣社會陸續出現

多起獨居老人死亡多日才被發現的新

聞，引發各界關注這項「新興」的社

會議題，促使政府加強老人安養方案

並開始推動老人長期照護政策。

當時證嚴上人亦請志工將照顧

獨老人的工作融入社會服務中，結

合正在推動的「社區志工」制度，

擴大社區獨居老人關懷行動，並於

最後一場幸福人生講座臺中中興大

學場次呼籲大眾共同關懷老人，特

別是強調關懷要社區化，將生活周

遭的鄰居當作親人彼此照應。

然而，慈濟救助對象的貧、病、

殘之中，也有很多獨居老人，只是未

特別將之區分出來。自1966年慈濟功

德會成立，第一位照顧戶個案八十五

歲的林曾老阿嬤便是獨居老人，她蝸

居臥病在破爛的木板房，志工除了前

往照看，還每月發給她生活費，並為

她延醫治療，直到四年後阿嬤過世，

再為她圓滿喪葬事宜。

臺灣的人口結構，自1998年到

2018年間，從「高齡化社會」到「高

齡社會」，亦即每七人就有一位是

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代表需要長

期照顧的人數也同步增加。政府有

鑑於個人與家庭的照顧壓力日益加

重，在未正式進入高齡社會之前，

便開始實施「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簡稱長照2.0），以滿足未來

龐大的長照需求並減輕沉重的家庭

照顧負擔。

慈濟人慈悲喜捨的大愛襟懷，

數十年來始終如一，也會因應社會

所需，增加服務項目。2015年，慈濟

基金會參與衛生福利部「建立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在各地

慈濟會所、環保站或在社區活動中

心等處，設立慈濟社區關懷據點，

因時制宜　建長照網

慈濟功德會第一位照顧戶林曾老阿嬤

是獨居老人，除了提供生活費及延醫治

療，最後還協助圓滿喪葬事宜。圖片／

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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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長者幸福共餐、健康促進、環

保教育等服務。

後續，執行長辦公室因應政府

「長照2.0」政策，於2018年3、4

月間多次召開跨志業會議，討論如

何整合慈善、醫療等志業資源，為

六十五歲以上失能老人、日常生活

需他人協助的獨居老人或衰弱老人

等對象，提供更完善的照護；並確

定在基金會下增設長照推展中心，

由副總執行長林碧玉擔任召集人，

臺中慈濟醫院副院長莊淑婷擔任副

召集人。

在據點「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A級）」、「複合型服務中心（B

級）」、「巷弄長照站（C級）」

申請時，以慈濟各地的會所為主，

提供長照服務的同時，也是敦親睦

鄰，讓鄰里對慈濟有更多

的認識。

其中，部份C級據點

與慈濟環保站結合，鼓勵

長者參與資源分類工作，

從手腦並用中，減緩老

化，並促進他們的社會參

與，找回生命的價值感。

慈濟也承辦政府的照顧

服務員訓練課程，並請各

區志工鼓勵待業或工作不

穩定的照顧戶家庭參加課

程，習得一技之長，也是

為社會奉獻自己的良能。

7月18日在臺中靜思

堂揭牌的「靜思書軒社

區照顧生活館」，是慈濟第一個提

供「長照ABC一條龍服務」的據

點，生活館與靜思書軒、靜思堂結

合，生活館有長照個案管理師進

駐，並設有免費閱讀區、居家社區

長照人力休息站、無障礙廁所、喘

息支持站等空間。只要有長照需

求的民眾都可以親自前往或致電

諮詢，進而得到完整的長照資源

服務。

截至年底，慈濟在全臺共設有A

級十三處、B級十五處、C級三十一

處，以及社區關懷據點三百四十五

點，務求做到更深度、廣度地照顧

社區老人，陪伴他們在地健康老

化，活出銀髮樂齡生活。而要做到

這一切，皆須仰賴慈濟歷年來累積

的長者關懷經驗。

慈濟彰化員林聯絡處成立「長照2.0─C級巷弄長照

站」，一百零一歲的慈濟志工黃蔡寬（左一）也到場服

務社區長者，協助量血壓。攝影者／鄒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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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2A、1B、5C、6社

苗栗縣

2A、1B、4C、10社

臺中市

3A、3B、6C、39社

嘉義縣

3A、3B、3C、9社

嘉義市  1社

臺東縣

1A、1B、4C、4社

花蓮縣

1A、3B、2C、42社

基隆市  1社

宜蘭縣  7社

臺北市  15社

桃園市  28社

新竹縣  5社

南投縣

5社

臺南市  28社

屏東縣  1B、26社

高雄市

1B、4C、49社

澎湖縣  1社

新北市

1A、1B、39社

A：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B：複合型服務中心

C：巷弄長照站

社：社區關懷據點

2018年慈濟長照2.0暨社區關懷據點分布

彰化縣  3C、25社

新竹市  5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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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8年證嚴上人的呼籲

下，慈濟臺北分會即承接臺北市政

府社會局獨居長者關懷方案，負責

大部份區域的列冊獨老訪視，然而

都會區高樓林立、人際互動較淡

薄且疏離，剛開始不少長者不認識

慈濟人而不敢開門、甚至拒絕關心

等；志工鍥而不捨，讓長輩們日漸

熟悉而同意接受家訪，之後每月固

定關懷一千多位獨居長輩。

同年，慈濟高雄分會則主動承

接高雄市長青中心的關懷獨居長者

方案，針對設籍高雄市六十五歲以

上獨居長者提供家訪及電訪，關心

獨居長者的生活自理、健康情形、

情緒支持、人際關係、經濟生活、

居家服務、就醫陪伴、安置等需

求，再予以協助或轉介相關機構。

1998年10月到2006年陸續認養

楠梓、三民、鼓山、前鎮等四地共

六十九個里、計二千六百位獨居長

者。後來高雄縣市合併，原高雄縣

區域的獨居長輩相對較缺乏社福機

構認養，慈濟又於2015年協助高雄

長青服務中心，協助分擔海線（湖

內、茄萣、永安、田寮、阿蓮、燕

巢、彌陀、岡山及橋頭）與山線

（旗山、美濃、內門、六龜、甲

仙、杉林）的獨老個案。

2016年長青中心再次釋出包含大

寮、林園及大社等區共十六里請慈

濟關懷；至此，志工在高雄的足跡

獨老關懷　落實社區

五位慈濟志工向杉林大愛園區的獨居耆老陳阿公、陳阿嬤，送上慈濟冬令

發放的物資及關懷。倆老還特地拿出竹筒，要志工捐給需要幫助的人。攝

影者／傅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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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擴大到全境關懷。之後，長青中

心會每年提供清查名冊讓志工進行

初訪，大約百分之十為實際獨居而

成為長期關懷對象，加上關懷中的

長者亦年年凋零老去，目前定期關

懷人數維持在一百三十七人左右。

有別於北、高兩分會協力政

府方案，中區慈濟志工深耕社區，

1998年主動向轄區之鄉鎮公所、村

里長索取獨居長輩資料，逐戶訪視

關懷，至年底訪視逾萬戶，篩選出

一百三十八件列冊長期關懷，有些

是需要補助生活費用的照顧戶，有些

是居家關懷戶，志工例行訪視。同時

也視區域內長輩生活特質與需求籌劃

活動，以擴大他們的生活圈。

慈濟志工深耕社區數十年的訪

視關懷經驗，亦是政府推動長照2.0

的重要助力。2017年9月，花蓮玉里

慈濟志工開始關懷有智能障礙的潘

阿嬤，除了每月補助阿嬤生活費，

也請玉里慈濟醫院往診團隊定期關

心阿嬤的健康。

有感於潘阿嬤三餐及環境整理

都需要有人照料，但當區志工人力

不足，慈濟同步將阿嬤轉介給花蓮

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希望結合政

府長照資源一起照顧阿嬤。但在2018

年1月，慈濟就接到照服專員回報，

告知阿嬤罵走了服務員，讓他們無

法繼續下去。

其實，這樣的案主在慈濟個

案中十分常見，志工一方面接續持

續關懷潘阿嬤，一方面也接受長照

中心委託，為阿嬤進行居家打掃。

志工憑藉著與阿嬤、阿嬤家人長期

互動的情誼，成功說服阿嬤接受打

掃，並在2019年1月19日，結合玉里

慈院醫護團隊、慈濟基金會社工，

完成清掃工作，才讓後續的家事清

潔、看視、送餐、陪同就醫等長照

服務能夠順利進駐。

年邁長者所遇到的問題首重在

健康，然而長者在居家生活中一旦

跌倒，不但跌倒本身就是長者致死

的原因之一，跌倒以後造成行動上

與自我照顧上的困難，讓有些老人

會因此限制自我活動，漸漸失去了

獨立活動的能力，使得身體功能愈

來愈差，也造成家人的負擔。

慈濟自2011年3月起，展開在

花東地區的「城鄉營造」，提供長

者共餐、衛教宣導、環境改善等服

務，以提升弱勢社區居民的生活

品質。其中，鄰近靜思精舍的佳

民村，房舍多屬平房，有的用鐵皮

搭建，有的居家空間狹小，部份家

庭沒有衛浴設備或化糞池，或設

備已陳年老舊，村民必須在廚房

洗澡，或向鄰居借用浴室；有的則

是廚房屋頂破洞，下雨時炒菜，常

常是雨水與菜攪和一起。故在此展

居家改善　安身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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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環境衛生及居家安全改善服務

方案」，由慈發處職工及慈濟志工

進行家訪，實際關心每戶居民的需

求；後由營建處同仁到家測量、設

計、動工。

除了原住民部落的關懷，也前

往新城鄉嘉新村，幫助獨居、倆老

相依或行動不便的年長榮民，展開

「長者居家安全改善服務」家訪，

由慈發處、營建處、花蓮慈濟醫院

及志工實地了解長者及照護者的需

求，除了止滑墊、安全扶手外，還

設計斜坡道，讓長者推著輪椅，也

能方便安全地進出家門；慈院醫護

人員特別提供《防跌手冊》，引導

長者及照護者學習如何預防意外。

長者居家安全改善的腳步，在

2013年時延伸到花蓮縣南端的豐濱

鄉，當地有四千多位居民，約兩成

是老年人，許多長者及獨居老人家

中浴室、廁所老舊，容易發生跌倒

意外。慈濟志工偕同衛生所人員，

逐戶探訪豐濱村獨居長者和榮民，

了解需求，再與營建處職工為按各

人需求進行居家修繕。

年近七十的林奶奶曾因天雨路

滑在前往後院的廁所時跌倒，營建

處將通往廁所的走道做止滑處理，

並安裝坐式馬桶及安全扶手，讓她

方便使用，奶奶說：「終於不用再

害怕下雨天或晚上要去廁所了。」

專案自花蓮起步，再擴及臺

東、宜蘭，2014年更列入全臺社服

長者關懷服務項目，至2018年已為

二千一百五十七戶長者提供居家打

掃、修繕、安全改善等服務。

慈濟為雲林縣斗六市獨居的低收入長者

關爺爺（黃衣）修繕塌陷屋頂，年長志

工亦到場協力搬運木建材。攝影者／黃

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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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慈發處職工在關

懷原鄉部落的獨居長者時，發現他

們經常是整天待在家裡，三餐吃罐

頭或泡麵，因而開始推動「長者共

餐」，由慈濟補助菜錢，請在地鄉

親或志工替長者們張羅午餐，串聯

社區的力量就近關懷，藉此鼓勵長

者走出家門；此即慈濟社區關懷據

點的雛形。

在這樣的基礎下，慢慢演變成

目前的社區關懷據點──除了帶動

健康操、團康活動、共餐等，同時

串起關懷的網絡，如定期拜訪長者

關心生活情況，當無故缺席樂齡課

程時，也會打電話至家中關心，隨

時提供必要的協助。

位於花蓮縣吉安鄉的慈濟宜昌

社區關懷據點，是2016年慈濟與該

社區發展協會合作，由社區提供場

地，慈濟志工與社區志工合作為長

者安排樂齡課程。

慈濟基金會也結合慈濟大學、

慈濟科技大學及慈濟醫療志業體，

邀請專業講師協助設計課程，歷時

三年，去蕪存菁，建立「四大核

心」課程，包含健康促進、樂齡學

志業合和　創造共好

慈濟在臺南永康復興里設立社區關懷據

點，志工多元化地帶動遊戲，讓長者手腦

並用，體驗疊杯桌遊。攝影者／郭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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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人際互動、發揮良能。

健 康 促 進 的 項 目 ， 彙 整 了

二十九種健康操影片，樂齡學堂

的部分更是區分出九大類，總計

九十八種活動，如書法課、樸實藝

術、記憶遊戲等；課程仍在持續增

加中。每年社區關懷據點還會替長

者進行四項檢測，包含智能健康促

進檢測、體適能檢測、視力檢查和

聽力檢查。

慈濟社區關懷據點還會邀約上

課的長者一起付出愛心去關懷需要

的人，於是被服務的長者轉換成關

懷服務別人的角色，走進學校感恩

老師教導孩子、走進派出所慰問員

警的辛勞，走進安養院見到別人的

苦，發現自己的幸福。

2018年慈濟社區歲末祝福感恩

會花蓮場次中，羅進寶先生以母親

參加宜昌社區關懷據點的故事上臺

分享，三年前母親因為走入據點，

開始學書法、畫畫、唱歌、玩遊戲

等，和同伴們一起做運動，日子過

得充實而快樂。因此媽媽的人生

觀改變，變得很樂觀，想法也很正

向。雖然媽媽已經離開人世，但羅

先生發願，他將會帶著慈濟人給予

的愛，用愛繼續關懷社區長者。

面對長照議題，證嚴上人於2018

年1月19日行腳至基隆靜思堂主持

2017年歲末祝福時，談及許多資深委

員跟著自己做慈濟四十多年，已是

八、九十歲高齡，仍是思慮清楚、

言談流暢，只不過身體功能難免老

化、退化。

適逢行腳前講述《法華經》至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上人於是

決定設立「壽量銀行」，鼓勵年長

的慈濟志工，將五十歲存入銀行，

重拾青壯年時期的熱忱與衝勁，用

現有的成熟思想觀念、豐富社會經

驗，以及得體的應對禮節，做好慈

濟志業。

後續行腳期間，上人又將「壽

量銀行」更名為「壽量寶藏」，主

要是一般大眾對「銀行」的印象是

寄存、借貸融資的機構，提存的都

是有數、有量；「壽量寶藏」則是

無限量，覺性無量、慧命無量，即

是「壽量寶藏」的意義。

「我自己是第一號，將五十

歲存入，現在年紀就是三十出頭，

正有力的時候。想當年，我三十出

頭歲正是慈濟功德會的第二年；現

在若用三十多歲的心態來做慈濟，

才真是『三十而立』，建立起志業

的精神。所以，我們要用忘年的態

度、精神來行菩薩道，做一天，就

是增長一分的慧命，日日為天下事

而付出，為社會的祥和而盡力，這

樣的生命很有價值。」

2月26日的志工早會中，上人

慧命無量　利益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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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一百零一歲的慈濟人醫會醫師

田中旨夫、一百零四歲的玉里志工

王成枝，以及百歲的彰化志工黃蔡

寬，他們都是高齡又健康，生命既

有深度又有內容，從年輕到現在都持

續不斷地在為人間貢獻心力，在不停

地思考與行動中保養腦力與體力。

王成枝投入慈濟四十多年，至

今仍然忙著拜訪會員、收功德款，

邀大家一起做好事。他認為這是最

有意義的事，所以一心一志地投

入，生活簡單而有規律。蔡寬是彰

化慈濟人的寶，她現在還在協力組

裡承擔勤務、做環保、到慈濟醫院

服務病患……

   又如八十三歲的臺北內湖環保

志工高阿葉，她自製塑膠袋分類教

材，讓遠從美國返臺「取經」的志

工如獲至寶，帶回居住地推展、落

實。「這一位不識字的老菩薩，能

把環保智慧傳到美國，這是她的生

命深度；而且不只做環保，她也當

委員，募得幾百戶會員，這就是她

的生命廣度，她一個人可以影響幾

百人往善的方向走。」

許多志工在慈濟找到生命的重

心、慧命的方向，上人言，大家若

非走入慈濟，可能就讓生命局限在

一個家庭裡，年老以後空閒下來，

很容易退化、失智。所以要鼓勵老

人家善用生命，不要讓心智跟著年

歲老化；慧命壽無量，要善用短暫

的人生時間，長遠地利益人間。

（彙編／沈昱儀）

一百零二歲的田中旨夫醫師，第一次參

加三芝義診，為九十七歲的朱許阿嬤聽

診檢查身體狀況。攝影者／施傑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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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慈濟基金會於靜思精舍

召開慈濟長照推展中心會議，會議

末了，證嚴上人開示。

慈濟志業是一群付出無所求的

慈濟志工，盡自己的生命力量投入

去做，也邀請大家共同行善，點點

滴滴累積的力量推動起來的；他們

不僅全然無私地為慈濟志業付出、

付出再付出，老來更發願「要長照

別人，不願被人長照」，繼續發揮

良能，訪視關懷孤老殘疾人，做環

保守護大地，直到人生最後，還把

已經停止作用的身軀捐贈給醫療教

育。

這五十多年來，這麼多慈濟人

在社區裡默默耕耘、真誠付出，長

期扶助照顧戶、走訪探望關懷戶，

都是長期陪伴，應其所需而給予最

貼切的援助。若要以現在長照政策

條列的項目來看，每一項慈濟人早

就在做了，還是自動自發、不計時

間長短地在付出，而非像政策中計

算鐘點費的付費服務。分布在臺灣

各地的慈濟人，是如此盡心盡力、

奉獻生命，不期望社會大眾的讚許

與褒揚。

上人說，已經上了年紀的慈

濟人，都發願要盡此生去照顧有需

要的人，不想要等著被照顧，許多

八、九十歲，甚至超過百歲的慈濟

志工，還是天天到環保站付出，或

是去訪視、拜訪會員，到醫院當志

工等等。長照要照顧的對象，是失

能、失智者，不一定是老年人，亦

有中壯年人因病、因為意外而需要

長期照顧，成為家庭重擔，確實需

要社會力量支持與關懷。

「這社會有很多需要我們去關

懷的角落，慈濟五十多年來一直努

力宣導，人要提出真誠的愛，懂得

掌握精神理念，凝聚在地力量

──慈濟長照推展中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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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關心；長照要落實社區，就要

加強鄰里守望相助，鄰居之間彼此

照顧，不是只在社區裡帶活動，唱

唱跳跳快樂一時，之後一窩蜂離開

了，老人家的心情更沉悶。」

上人感嘆從最初跟著自己一起

走來，真誠付出無所求的慈濟人，

已經隨著時間凋零，即使提出「壽

量寶藏」的觀念，鼓勵資深的師兄

師姊不要認老，重新提起青壯年的

精神力量，積極力行菩薩道，但是

自然法則不可抗拒；年輕的一輩若

無法傳承這分付出無所求的菩薩精

神，規劃得再多也無以為繼。

「真的很期待人人要投入，投

入做事也要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知

而能行，與慈濟人一起行動，不是

只有坐著談理論、講管理，在紙上

做規劃。」上人強調慈濟人之所以

能夠付出無所求，長時間盡心力投

入，把慈善工作做得很細膩，是因

為有宗教的精神力量支持，靜思法

脈是慈濟宗門的精神中心，大家都

是無價志工；如果欠缺精神中心，

服務要算鐘點計價，將來就會變成

掛著慈濟的名，在做商業營利之

事，這是很令人憂心的！

「現在天下災難多，苦難人受

災更苦，這是我最放不下的。這分付

出無所求的菩薩精神必須長久維持下

去，才不會使將來的慈濟掛名在營

利經營，這是最不願意看見的情況，

也最傷害慧命。只要精神理念穩固傳

續，慈濟的存在是天下人的福。」

上人舉墨西哥強震賑災為例，

強震災情嚴重，受災居民大多貧

苦，災後生活困頓，連生病也難以

負擔醫療費用，慈濟人的幫助只能

舒緩一時的困苦。但是慈濟人真誠

付出無所求的心意，感動了居民，

帶動出多位本土志工，特地來臺皈

依，回到墨西哥落實慈濟精神與慈

善救助，做得很扎實。近日慈濟團

隊再到墨西哥義診、發放，看見、

感受到本土志工的精進用心，還有

居民的真誠回饋，有許多感人的故

事。「只要我們現在把握住精神理

念，有因緣到各地撒播種子、培植

菩薩，就能像墨西哥這樣，凝聚起

一股解救苦難的大力量。」

「慈濟人在臺灣，長年累月照

顧的弱勢家庭，不只有獨居長者、

貧病家庭，有些家庭幾乎全家都有

智能障礙，或是身心疾病，慈濟人

也長期陪伴、照顧，我們的長照不

局限在老人，而且慈濟慈善不離醫

療，也不離開教育，更要有人文。

四大志業已經建設完全、推展開

來，大家必須回歸精神層面，只要

方向把握正確，精神就地落實，人

力、物力都能就地取材，可以救助

無數天下人。」

恭錄自《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2018‧秋之卷》〈掌握精神理念，

凝聚在地力量──慈濟長照推展中

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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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迭起災黎苦

合心拔苦愛開道

瓜地馬拉 富埃戈火山爆發

夏威夷 幾勞亞火山噴發

墨西哥 莫雷洛斯省水災

美國加州 林火

宏都拉斯 暴雨水災

美國維吉尼亞州 龍捲風

美國 佛羅倫斯颶風風災

美國佛羅里達州麥可颶風風災

全球援建學校 16 國家地區 225 所 （截至 2018 年底）

全球慈善行動力歷年累計

全球慈濟人分布 57 個國家地區 （截至 2018 年底）

全球慈濟人醫會在 50 國家地區，
共義診 3,087,016 人次 （截至 2018 年底）

全球慈濟人道援助 97 國家地區 （截至 2018 年底）

全球住屋援建 15 國家地區 18,730 戶 （截至 2018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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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三比克 垃圾山崩塌

土耳其 難民關懷

塞爾維亞 難民關懷

約旦 難民關懷

中國大陸

四川暴雨水災

日本 岡山縣暴雨水災

寮國 阿速坡省水壩潰堤

菲律賓

馬尼拉水災、境內風災

泰國 楠府水災

柬埔寨 水患
馬來西亞 馬六甲風災

緬甸 水災

印尼 獅航空難

辛巴威 霍亂

獅子山共和國

伊波拉病毒倖存者

及水災區長期扶困發放

地震、火山爆發          火災          水災          風災、龍捲風          其他重大事件

2018年海外救災地圖

印尼

蘇拉威西島強震

印尼 龍目島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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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五至十月為中南半島雨

季，而位在中南半島的湄公河地區

2018年雨季受到豪雨侵襲特別嚴重，

流域中的國家紛紛傳出水災，其中

寮國阿速坡省（Attapeu）薩南塞縣

（Sanamxay）一座興建中的發電水

壩，於7月23日晚間疑似因暴雨導致

水位上漲，而不堪負荷突然崩塌，

蓄水傾瀉而下，一路漫淹下游十多

個村落，當中六個村莊全毀，造成

百餘人喪生或失蹤，逾六千人無家

可歸。

泰國慈濟志工獲訊後，隨即聯

繫前彭世洛府社會發展福利廳廳長

塔尼（Tanin Somboonsarn），向其

請求協助辦理前往寮國事宜。經烏

汶府社會發展福利廳出具賑災證

明，慈濟志工陳世忠等人於28日入

境寮國，隨即轉往阿速坡省展開初

步勘查。

阿速坡省省府距離泰國烏汶

府邊境約二百五十公里，為救災總

指揮中心所在地與各界捐贈賑濟物

資的集散處。慈濟志工拜會當地政

府人員，向其表達援助的意願，分

享慈濟過去的援助經驗，並針對災

民的短、中、長期安置計劃進行了

解，而後也在政府人員協助安排交

通工具下，前往主要受災的薩南塞

縣勘查。

薩南塞縣市區在災後成為收容

據點，由於正值學校暑假期間，災

民分散安置於縣府附近的薩南塞中

學、小學及幼稚園三所學校，但空

間仍不敷使用，周邊空地也搭設許

多帳篷，讓災民安身。

越南、泰國及中國大陸等多國

政府在事故發生後，除了捐贈救濟

物資與經費，並派遣救援隊伍與醫

療團隊前往寮國支援，而縣府周邊

災區初勘 難行能行

攝影／黃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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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個收容處所亦有民間團體供應

熱食，災民飲食不成問題。

雖然部分災區積水已退，但

未鋪設柏油的路面經過車輛來回輾

壓，變得泥濘難行，而愈接近水壩

的村落受災狀況愈加嚴重，加上地

處偏遠，道路又因洪水受損或完全

被淹沒，部分災民只能就近安置於

淹水區附近地勢較高的山區。有別

於縣府周邊的收容中心，民生物資

充裕的狀況，受困山區的災民只能

依靠政府以直升機每日來回運送生

活物資度日。慈濟志工也在薩南塞

縣府協調下，獲准搭乘直升機深入

重災區訪查。

泰國慈濟志工完成初勘後，隨

即於7月底返回臺灣向慈濟花蓮本會

報告，共同商議後續的援助規劃。

與此同時，原籍寮國的慈濟志工符

玉鸞與人醫會醫師薛俊福陪同在臺

寮國僑民，一行人亦至靜思精舍拜

會證嚴上人，表達願意襄助賑災。

上人提醒志工與本會同仁在展開賑

災行動前，務必以安全為優先考

量，確實掌握災區狀況，仔細評估

交通路線、醫療與物資需求，再來

擬訂人力動員、物資結集等事項。

此外，也期勉在臺寮國僑民能協助

在當地號召人力、物力，合力幫助

災民。

證嚴上人關切寮國水患賑災進度及行

程，慈濟花蓮本會職工與大愛臺氣象主

播彭啟明（右一）說明天氣概況。圖片

／慈濟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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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臺灣、泰國兩地慈

濟志工與職工共同組成團隊，至寮

國進行複勘，並計劃以提供淨水

設備、香積飯等物資為初步援助重

點。而在此之前，另一組擔任先遣

人員的志工，經由符玉鸞與薛俊福引

介，與寮國百細中華理事會成員及當

地僑領會面，邀約僑界人士一同投入

援助行動。除此以外，慈濟也透過長

年於寮國經商的馬來西亞籍實業家林

耀文協助，輾轉在馬來西亞駐寮國大

使館推薦下，向寮國中央政府單位取

得入境賑災的正式許可。

這是慈濟自1996年在寮國展開

慈善工作以來，首次啟動跨國急難

援助。慈濟過去於寮國僅在首都永

珍有一位授證委員，主要著力於

濟貧、助學及義診等社區關懷工

作。此次救災獲得寮國僑界與來自

臺灣、馬來西亞等地實業家多方助

緣，在人力支援、交通運輸傾力相

助，不只賑災團隊快速獲得政府單

位認可，由臺灣慈濟本會、泰國分

會分頭調度的救援物資也陸續送抵

寮國。

然而，雨季未過，天氣時晴時

雨，阿速坡省府通往薩南塞縣唯一

的道路，於13、14日的連續大雨後，

路毀橋斷。賑災團隊原本預計17日

進行物資發放，在安全考量下決定

延期，先行返臺。

團隊返回精舍報告，上人對於第

二梯次賑災出團事宜，再次叮囑諸事

以安全為重，要確保人員的安全，才

能做好慈善援助工作，若是安全沒有

顧慮，當然可以走在最前，若無法走

在最前，就要做到最後，協助災民維

持災後的生活，教示眾人先確定出團

名單，待道路確認暢通，氣象預報天

氣穩定時再出發。

首次賑災 多方助緣

8月下旬，慈濟花蓮本會結合泰

國、臺灣等地慈濟志工及職工組成

賑災團，進行第二波援助行動。此

行除了發放毛毯、淨斯多功能折疊

床（福慧床）等援助物資外，因應

災區發生登革熱、立克次體等傳染

病疫情，亦協請花蓮慈濟醫院備妥

登革熱篩檢試劑四百劑，以及立克

次體血液篩檢使用的抽血器具、耗

材與離心機一臺，提供給在前線救

災人員使用。

此外，飲用水資源重建也是

慈濟賑災關注的重點之一，此次臺

灣水利署及工研院團隊主動提供兩

套「高機動節能淨水模組」，讓慈

濟賑災團攜帶至寮國，為災民提供

安全的飲用水。由於縣府附近的收

容處所已有其他救援團體設立供水

因應災況 善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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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或提供瓶裝水，志工與薩南塞縣

府人員商討後，選擇在距離縣府

約十二公里的帕踏灣村（Baan Tha 

One），裝設淨水設備。

帕踏灣村是唯一還能以陸運進

入的重災區，災後井水濁度過高，

當地一百多戶居民只能承接雨水來

使用，或者前往縣府附近取用飲用

水，但路況不佳，一趟路往往得花

上三、四個小時。慈濟志工將淨水

設備安裝好後，村民不需再長途跋

涉取水，自8月28日起至9月1日總計

供應超過三公噸的飲用水，而當慈

濟完成急難救助階段，考量當地仍

有需求，志工特地在離開前，將操

作方式與注意事項傳承給村民，並

留下一組淨水器繼續為鄉親供水。

賑災團隊雖然以薩南塞縣縣府

周邊的收容處所為援助重點，仍不

忘關懷受困在山上的災民，經過一

次次與縣府協調後，於8月30日將

一點二公噸的香積飯及三千組環保

餐具交予縣府，以直升機分批載送

至山區，作為補給物資。數名山區

居民也趁著直升機來回運送物資之

際，下山來向慈濟志工學習如何沖

泡香積飯，待回到山上後再教其他

的鄉親。

在此期間，團隊亦忙於確認物

資到位與發放動線安排等事宜，卻

慈濟於帕踏灣村設置淨水設備，志工在

離開寮國前，請村長邀約村民學習操

作，以留下一組淨水設備繼續為村民供

水。攝影／蕭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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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縣府所提供的收容名單，未扣

除轉往他處或投靠親友的災民，與

志工初估的戶數多出近一倍，因此決

定重新訪查，由各村村長陪同，逐戶

核實資料。而在文字、語言不通的狀

況下，慈濟志工透過寮國僑民及泰國

志工（寮語屬泰語支系）協助溝通，

向災民說明來意，同時也傾聽災民心

聲，給予膚慰與鼓勵。

然而部分由村長提供的名單，

因資料填寫邏輯不一，仍須重新整

理、確認。志工花費兩天兩夜完成

造冊工作，隨即在9月1日將所有的

通知單分送給災民，讓發放活動如

期在2日進行。

團隊考量天候與災民交通後，

將發放場地一分為二，上午在縣府

附近的世界糧食計劃署倉儲中心，

下午則在兩公里外的薩南塞中學，

讓各個收容處所的災民能就近領取

物資。此次共幫助四百九十二戶災

民，依照每戶成員多寡提供適量的

毛毯、淨斯多功能折疊床。除了

三十多位來自臺灣、泰國等地慈濟

志工，還有上百位當地人士投入，

其中還有災民自願先來協助其他鄉

親領取物資。

同日，團隊也將一百一十五

件毛毯、五十一張淨斯多功能折疊

床，分別贈予軍隊、阿速坡省婦女

聯合會及永珍善堂，提供他們在環

境條件不佳的災難現場運用，並將

醫材交由阿速坡省婦女聯合會。

慈濟首次在寮國賑災，過程中獲得當地

許多實業家傾力相助。實業家應邀參與

發放，親自將物資致贈給鄉親。攝影／

蕭耀華



專
題

91

當慈濟志工完成發放，前往帳

篷區關心災民時，看見許多災民已

安然坐臥於折疊床上，生活有了改

善，倍感欣慰。

此次賑災也讓慈濟志工有機

會發現當地的醫療困境，趁著賦歸

前的空檔時間，在百細中華理事會

成員陪同下，探訪占巴塞省立醫院

（Champasak Hospital）。該院是

寮國南部的醫療中心，服務包括占

巴塞、阿速坡、沙拉灣及公河等四

個省分的居民，然而設備匱乏、老

舊，病床更是嚴重不足，許多待床

的病患與家屬，只能在醫院廊道上

以折疊床充當病床或席地而睡，令

人不捨。

在賑災團隊離開後，泰國慈濟

志工與寮國實業家繼續接手關懷，

於10日送上二百四十件毛毯及六十

張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稍稍改善就

醫環境的困窘。潰壩事故賑災因

緣，慈濟志工想方設法前往苦難之

地，親手布施的同時，也與在地慈

善力量結緣，透過多方合作，發揮

各自良能，共同承擔起救苦救難的

重任。（彙編／陳宜淨）

把握因緣 挑難解苦

收容災民的帳篷區遇雨泥濘，造成起居上的

困擾。慈濟志工發放淨斯多功能折疊床、毛

毯，讓災民不須席地坐臥。攝影／沈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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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龍目島再度遭芮氏規

模6.9強震襲擊，數千棟房屋倒塌，

逾二萬人被安置於戶外的避難所，

災情更加嚴重。慈濟印尼分會備妥

包括白米、泡麵、棉被、藥物、帳

篷及日用品等總計近十三公噸的物

資，由三十位慈濟志工與醫療人員

組成賑災團隊，7日在軍方協助安排

軍機運輸下抵達龍目島，駐紮於丹

戎巴麼囊村（Tanjung Pamenang）的

佳亞佛堂（Vihara Jaya Wijaya）。

由於島上許多道路、橋梁毀

損，救援不易，民生管線也受地

震影響中斷，災民急需食物及飲

用水。慈濟志工除了在駐點周邊發

放生活物資外，也以行動義診方式

深入重災區為災民提供醫療協助，

並至醫院探視傷患，發放急難救助

印尼夾處於全球兩條最活躍

的地震帶—環太平洋火環及歐

亞地震帶之間，地震頻繁，堪稱

地球「最脆弱的地方」。2018年7

月29日，西努沙登加拉省龍目島

（Lombok），發生芮氏規模6.4地

震。當地住宅多是茅草或磚瓦建築，

不堪如此劇烈搖晃，超過五千棟房屋

遭震毀，逾一萬人無家可歸。

慈濟印尼分會急難救助團隊於31

日前往龍目島勘災，與災民互動後，

確認已有政府單位及許多團體捐贈日

用品及食物，民生物資不虞匱乏，因

此以嚴重受傷的災民為援助對象，連

續兩天至醫院關懷，致送急難救助

金。除此以外，志工也前往北部的

加里本嘉（Kalipuncak），勘查慈濟

在2013年震災後所援建的房屋，所幸

二十九棟水泥磚造屋全部無礙，居民

安好。

接連強震重創龍目

攝影／王榮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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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幫助他們度過難關。然而，連

日餘震不斷，團隊基於安全考量，

於11日結束第一波援助行動。

8月下旬，慈濟印尼分會再度召

開賑災協調會議後，決定進行第二

波援助工作，由雅加達、巴東兩地

二十餘位慈濟志工組成賑災團，於

28、29日分批抵達龍目島，而後亦

有十位泗水慈濟志工加入團隊，至

9月2日分別在東龍目縣薩姆巴利亞

（Sambelia）、巴麼囊、薩姆巴倫

（Sembalun），以及北龍目縣丹戎

（Tanjung）等地，舉辦義診活動並

發放衣物、食品、帆布、棉被等物

資。此外，由於龍目島接連遭遇強

震，房屋倒塌嚴重，慈濟印尼分會在

此期間亦邀請多位建築顧問，組成援

建計畫團隊，至災區展開勘查。

正當龍目島重建之際，不到

一個月，龍目島北方的蘇拉威西島

（Sulawesi）於9月28日先後發生芮

氏規模6.1、7.5地震，並引發海嘯。

中蘇拉威西省首府巴路市（Palu），

以及浪加拉縣（Donggala）、希吉

縣（Sigi）等沿海城鎮首當其衝，大

量建築物在強震與海嘯的雙重破壞

下遭到摧毀，加上震後土壤液化，

房屋、人車深陷坑洞，傷亡人數不

斷上升，截至2018年10月14日，造

成二千二百餘人罹難、逾一萬人受

傷，另有上千人失蹤，為印尼自2006

年日惹地震以來，罹難人數最多的

震災。

印尼蘇拉威西島強震後，慈濟於重災區

巴路市展開義診服務，人醫會醫療人員

前往避難所，關懷行動不便的傷者。圖

片／慈濟印尼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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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蘇 拉 威 西 省 錫 江 市

（Makassar）是島上唯一有慈濟據點

的地方。由於通往北部災區的陸上

交通中斷，錫江慈濟志工先前往醫

院，關懷由巴路市後送至錫江的傷

患。慈濟印尼分會賑災團隊則於10

月1、2日分批抵達錫江市，會同當

地志工進行援助。

3日，十二位志工由錫江搭乘軍

機挺進巴路市，成員兵分兩路，一

路與軍方商討援助計畫，另一路則

至醫院為傷患發放救助金，並於翌

日起駐紮於巴路市卡魯納迪巴佛堂

（Vihara Karuna Dipa）。與此同時，

臺灣慈濟基金會匯集一萬條毛毯、

六百三十七箱香積飯等共十三公噸

的援助物資，送往印尼支援賑災行

動。

賑災團自5日起展開義診活動，

在卡魯納迪巴佛堂、巴路市弱勢地

區發展與移民局（Kemendesa）定點

駐診，或以行動義診方式前往西拉

寧迪村（Siranindi）等村落及各個避

難所關懷，並從7日開始陸續跨縣前

往希吉縣、浪加拉縣服務。

此外，慈濟志工也在卡魯納迪

巴佛堂備妥熱食後，分別送往巴路

複合災難多方馳援

慈濟賑災團於蘇拉威西島浪加拉縣發放

生活物資，志工也以香積飯烹煮熱食，

分送給災民享用。圖片／慈濟印尼分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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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巴拉露亞區（Balaroa）及溫達塔

醫院（Rs Undata），提供災民一餐

溫飽，而由臺灣、雅加達、錫江等

地慈濟據點所籌措的食品、衣服、

毛毯、睡墊、帆布、飲用水等援助

物資，陸續集結在卡魯納迪巴佛

堂。團隊9日開始分別在巴路市、

希吉縣及浪加拉縣為災民進行十

多場發放，並提供一批建築材料，

包括六百個蹲廁、二百包水泥、

一千八百張鐵皮與兩箱鐵釘，予印

尼國軍大度拉口（Tadulako）軍支區

司令部，協助軍方為避難災民興建

廁所。

在此期間，錫江慈濟志工亦持

續前往醫院探訪傷者，發放急難救助

金，另一方面也協助後勤物資運補等

相關事宜，而來自亞齊、棉蘭、比亞

克等地的慈濟志工也相繼投入災區，

馳援義診、物資發放等工作。

慈濟第一梯次蘇拉威西島地

震賑災行動，於28日最後一批賑災

團員返抵雅加達後結束，而除了短

期的急難救助之外，慈濟印尼分會

為協助龍目島、蘇拉威西島災區重

建，同步推動中長期援建方案，偕

同金光集團、印多福食品等企業，

於10月中旬與印尼軍方簽署合作備

忘錄，計劃於龍目島以及蘇拉威西

島的巴路市、浪加拉縣與希吉縣等

四地，援建三千間房屋。為此，印

尼慈濟志工展開募心募款行動，籌

募建設基金，籲請鄉親共同為災區

送愛，全球三十餘個國家地區的慈

濟志工也群起響應。

強震災區百廢待舉，即使急難

救助結束，慈濟志工仍舊掛心災民

的生活，於11月上旬先與印尼國軍

合作，在龍目島馬打蘭（Mataram）

及丹戎縣舉辦義診，而後又前往蘇

拉威西島，分別於巴路市卡瓦度納

區（Kawatuna）、羅魯村（Lolu），

以及希吉縣左諾歐傑村（ J o n o 

Oge）、古拉威鎮（Kulawi），發放

香積飯、毛毯、床墊等生活物資，

持續關懷災民。

未料天災無常，12月22日晚間分

隔印尼爪哇島及蘇門答臘島的巽他

海峽（Sunda Strait），因近海的「喀

拉喀托之子」火山噴發，導致海底

山體滑坡而引發海嘯，波及爪哇島

西部的萬丹省（Baten）與蘇門答臘

島南端的楠榜省（Lampung）沿海城

鎮，造成超過四百人罹難，上千人

受傷。

慈濟楠榜聯絡點志工於翌日

展開援助，帶著食物、飲用水及

衣物，由班達楠榜市趕往南楠榜

縣（Lampung Selatan）卡里安達

鎮（Kal ianda）外穆里村（Way 

及時援助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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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ih），在軍方陪同下，為棲身在

帳篷的災民發放物資，以解生活上

燃眉之急。

慈濟志工與印尼佛乘會（Majelis 

Buddhayana Indonesia）等組織合作，

持續關懷受災鄉親，於24至27日進行

物資發放，為災民送上熱食、礦泉

水及生活用品，並提供食材、炊具

予當地避難所的公共廚房，另外也

在海軍協助下，將食物、衣物、棉

被及日用品等物資，送往樂坤迪島

（Legundi），幫助當地尚未撤離的

居民。

而另一邊萬丹省災區，慈濟印

尼分會急難救助團隊於24日，由雅

加達前往受災最嚴重的班迪格蘭縣

（Padenglang）勘災後，經過開會討

論，決定在該縣肅穆爾鎮（Sumur）

發放物資並舉辦義診。

近四十位雅加達慈濟志工與醫

護人員，於26日凌晨啟程前往肅

穆爾鎮，卻因大雨一度受困途中而

延誤抵達，賑災活動因此延至隔日

舉辦。志工把握時間，趕在天黑前

至村莊分發領物券，同時關心居民

的生活狀況。27日，團隊分頭進

行賑災工作，除了於肅穆爾國立

三號中學駐診、發放外，亦分別

在可達尼加拉一號小學與班迪格

蘭縣軍區指揮部，為災民發放物

資。除此以外，志工也至班迪格

蘭福氣綜合醫院（RSUD Berkah 

Pandeglang），關懷受傷的災民

並致送慰問金。

印尼在六個月內遭遇三次嚴重

自然災害，慈濟志工想方設法，透

過各種管道深入災區進行義診及物

資發放，急難救助告一段落後，對

於災民的關懷仍不中斷，在當地政

府的協助下，積極籌備中長期援助

計畫，幫助受災鄉親安心、安身及

安生。（彙編／陳宜淨）

慈濟印尼分會偕同金光

集團、印多福食品等企

業，與印尼國軍簽署合

作備忘錄，計劃於龍目

島及蘇拉威西島地震災

區，援建三千間永久

住宅。攝影／Arimami 

Suryo Asm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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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於每年六月中旬以後進入

雨季，七、八月更常見滂沱大雨，

然而受到氣候變遷與環境變化影

響，雨量較以往多出許多。2018年

7、8月間，緬甸中南部因雨季連續

大雨造成水災，甚至導致一座水壩

潰堤，勃固省、仰光省、克倫邦、

孟邦等省分，計有超過二十六萬公

頃的農田遭大水淹沒，尤其是距離

仰光約三百四十公里的孟邦災情最

為嚴重，淹水近三個月才退，為當

地三十年來最嚴重水災。原本預計

於11月收成的稻作嚴重毀損，重創

這個素有世界米倉之稱的國家。

慈濟接獲緬甸農業部求援訊息

後，由臺灣、馬來西亞兩地慈濟志

工與職工近二十人組成關懷團隊，

於9月22日前往緬甸與當地志工合

力勘災。由於受災面積廣大，志

工分頭勘查災情，了解災民的急

需，以評估後續該如何給予最適

切的援助。

大水退去，緬甸恢復炎熱的

氣候，勘災團隊頂著攝氏三十幾度

的氣溫，跟著災區農民的腳步，連

日走訪仰光、勃固、孟邦三個重災

區。農村裡道路狹小，車子進不去

的村落，只能靠摩托車或步行。慈

濟志工不畏路途艱辛，穿過田埂、

泥地，走入家戶，查看作物受損的

狀況，傾聽受災農民的心聲，並拜

會各地農業部門探詢整體災況，希

望為困頓的農民尋找一條生路。

志工勘查後發現即便有些看

似綠油油的稻田，被水泡過的稻穗

卻只有空殼，原本一英畝田收成

約七十籮米，淹過水後估計只剩

十五籮，歉收加上收成的作業更為

困難，造成地越多、人越窮的現

象，但是農民為了生活吃穿，還

是得種田。

 志工透過與農民互動，得知

九月雨季已過，新一期的水稻又來

不及播種，部分農民打算下個月旱

季來臨時種植綠豆，先收成一期綠

豆，彌補水患造成的農損，以償還

攝影／李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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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政府貸款購買稻種的錢，否則農

地有被沒收之虞。然而，大約只有

三成的受災農民有能力復耕，許多

已經舉債耕作的農民不僅還債無

望，也沒有能力再借錢購買稻種，

甚至家裡無米可食，在生活無以為

繼的情況下，只能變賣原本就不多

的家產，而且全國綠豆種子數量有

限，即便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

面對災民遭受水災的愁苦，慈

濟志工表達對災民的關切之意，並

分享2008年納吉斯風災後，在其他農

村推行的「日存一把米」運動。曾

是納吉斯風災災民的烏丁屯也在勘

災行列中，分享當初風災後如何在

慈濟的協助下，走過人生最艱難的

一段路，現身說法來鼓勵鄉親。許

多災民向志工表示，從未想過會有

人主動來關懷他們，心裡的苦有了

傾訴的對象，似乎也解開了不少。

關懷團隊於2 5日結束勘災行

程，隨後於10月3日回到臺灣花蓮本

會，報告一路以來的所見所聞，並

請示後續援助計畫。證嚴上人提醒

眾人要把握時間，在播種期之前發

放，盡量就地採購，以爭取時間，

並勉示志工，在緬甸有「已度」

的人間菩薩，與慈濟人一起去付

出；也要把握因緣繼續去度已接觸

到慈濟，在等著慈濟人的「當度」

者，將這群願意接受法、受用法的

眾生接引出來；還有就是現在的受

災者，要走到每一戶去了解他們的

情形，幫助度過急難，還要照顧好

他們的心，把這群「未度」者變成

「已度」者，將已度、當度、未度

者連結起來，由緬甸志工就

地、就近不斷地引導，不斷

地帶動出人間菩薩。

為配合11月綠豆播種的

時間，籌辦發放的時程緊

迫，臺灣與馬來西亞及緬甸

慈濟志工，於10月中旬組成

發放前勘團，進行發放區域

評估、綠豆豆種採購等前置

作業。

慈濟勘災團隊與緬甸實業家林

銘慶（右），前往仰光省東

化村勘災，查看稻 的受損情

形。攝影／陳祖淞



專
題

99

慈濟志工親自走訪豆

種廠商，選擇採買發芽率

九成以上、抗鹽化的優質

豆種。15日選在重災區仰

光省卡仰鎮（Kayan）的

蓮花池村（Jar Gan）作為

發放試點。蓮花池村在本年度已連遭

三次水患，農民之前向政府貸款購買

的稻種在大水中全毀，若無法償還貸

款，農地將被沒收。慈濟在蓮花池村

發放近二萬公斤豆種，約可提供五百

公頃農田復耕。

參與發放的烏丁屯、烏善丁、

烏緬誒及烏密倫等四位本土志工，

都曾是慈濟稻種援助計畫的受助

者，在發放活動中，以自身從受助

到助人的經歷來鼓勵鄉親，也引導

鄉親不要使用化學肥料，與大地共

生息。

在緬甸國內豆種數量不足狀

況下，前勘團隊與仰光省農業部總

監烏佐佐商討後，決定11月以仰光

省（Yangon）的卡仰（Kayan）、

東掛（Thongwa）、焦丹（Kyauk 

Tan），以及勃固省（Bago）的卡瓦

（Ka Wa）等四個鄉鎮，作為重點援

助地區，為受災農民發放豆種。

而這一波發放對慈濟志工來

說極具挑戰，從關懷造冊、採購豆

種、分發發放通知單到舉辦說明會

議等前置作業，須在一個月內完

成，而後一連五天必須為一萬多戶

農民發放超過六百公噸的豆種。為

精確掌握發放的數字，慈濟志工於

籌備期間不斷地與農業部、當地村

長持續協調。

10月下旬，賑災團部分成員擔

任先遣團隊，趕在發放前至每個發

放點勘查，確認發放動線並進行布

置。許多村民自動加入志工行列，

幫忙將豆種自倉庫中搬運至發放場

地。慈濟志工也仔細比對發放名

單，一再確認豆種的數量與發放名

單是否吻合，並隨機拆封檢驗，確

保農民收到優良品質的豆種。

發放儀式上，慈濟志工與農

民分享慈濟緣起及「竹筒歲月」故

事，當下募心募愛，讓受災農民也

慈濟志工於發放儀式中分享

「竹筒歲月」故事，傳遞行

善理念。農民紛紛響應捐款

助人。攝影／郭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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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付出助人，更透過靜思語標

語與他們結緣，而每一個包裝豆種

的袋子上也印著「口說好話，心想

好意，手做好事」等靜思語，期盼

這些善知識隨著豆種進入農村，陪

伴受災農民走出陰霾，回復正常生

活，也加速啟發愛的力量。

慈濟志工在發放告一段落後，

緊接著下鄉訪視，關懷老弱殘疾個

案，並探訪受助農民。志工從互動

中發現，雖然大水淹沒了農民的田

地，但他們沒有抱怨，還是想要用

慈濟發放的豆種，重新站起，能趕

上綠豆的播種時節，青黃不接的困

境獲得了紓解，農民的愁容也轉為

笑顏。

慈濟自11月2日起至11日止，共

計發放六百三十餘公噸綠豆豆種，

幫助超過一萬戶受災農民，而後隨

即展開第二波稻種發放的籌備工

作，計劃於2019年農曆年後，為四萬

多戶災農發放逾四千公噸稻種。

2008年納吉斯風災後，慈濟首度

進入緬甸進行慈善援助工作，同時

也看見當地農民的苦，在受災農村

發放優質的稻種、肥料，藉由豐厚

的收成逐步解決過往借貸耕作的窘

困，十年之間穩定許多農村生活，

讓農民自給自足之餘，還可以翻轉

手心向下，成為助人之人。（彙編

／陳宜淨）

團隊於仰光省卡仰市卡瑪村發放結束

後，前往農民家中訪視。慈濟志工協助

農民將靜思語標語貼在牆上。攝影／郭

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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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北部的布特縣（Butte 

County）於2018年11月8日清晨爆

發森林大火，這場被命名為「坎普

大火（Camp Fire）」的林火，在

強風助長下，火勢迅速蔓延，包

括瑪格莉亞（Magalia）、天堂鎮

（Paradise）等多個城鎮遭祝融肆

虐，居民倉皇逃離家園，其中天堂

鎮幾乎完全被燒毀，超過一萬八千

棟房屋遭大火吞噬，八十多人喪

生，成為加州有史以來罹難人數最

多的森林大火。然而，同一天在加

州南部還有「伍爾西大火（Woolsey 

Fire）」及「希爾大火（Hill Fire）」

兩起森林大火延燒。

坎普大火發生後，距離天堂鎮

約十五英里外的奇科市（Chico），

湧入許多災民。隔天一早，慈濟北

加州分會志工由三百多公里外的聖

荷西（San Jose）開車至奇科市探

訪三處庇護所，由於當地入夜後氣

溫降至攝氏十度以下，當日也分送

五百多條毛毯，讓災民保暖。

另一方面，因應南北加林火兩

頭燒，兩地慈濟志工於12日進行

緊急會議，交流林火訊息，並商

討物資調度、發放準備等事宜。翌

日，慈濟美國總會成立防災總指揮

中心，並召開全美執行長會議，啟

動街頭募款；慈濟北加州分會也

成立防災協調中心，調度人力與

物資。

慈濟美國總會急難救助團隊在

南加林火災後，陸續前往洛杉磯皮爾

斯學院（Pierce College）、帕利塞茲

高中（Palisades high school）等四處

庇護中心，了解災民的安置狀況與需

求，選定收容逾百人的皮爾斯學院

作為服務點，之後由慈濟北嶺聯絡處

志工駐點，發放毛毯並膚慰災民。17

日起，南加州慈濟志工分別在洛杉

磯縣阿古拉山（Agoura Hills）、馬

里布（Malibu）兩地的災難援助中心

（DAC），設立服務中心。

而在前一天，聯邦緊急事務管

理署（FEMA）於奇科市設立災難復

攝影／廖瓊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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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心（DRC）後，北加州慈濟志

工也在第一時間進駐，一方面為災

民登記申請現值卡，另一方面也傾

聽他們訴說遭遇火劫的傷痛，抒發

心情。

除了第一線關懷，承擔後勤核

實資料的職工與志工，依據政府所

提供的房屋毀損評估地圖，逐一確

認受災戶登記的地址受災情況，為

發放做準備。而為了節省災民排隊

時間，慈濟志工以簡訊通知災民領

取現值卡，也能有更多時間與災民

互動，關懷災民的生活狀況。

22日起，適逢美國感恩節長假

期，但慈濟志工援助災民的行動

不停歇，從感恩節當天開始發放

現值卡，將這分由十方點滴匯聚

的祝福送到災民手中，讓他們能

溫暖過節。

由於至災難復

原中心求助的災民

絡繹不絕，為加速

現 值 卡 的 發 放 工

作，除了灣區慈濟

志工駐點服務外，

沙加緬度、莫德斯度等中谷地區

慈濟志工亦陸續加入，同時也帶

動當地居民，一起為災民送上關

懷與祝福。

慈濟不僅限於在災區的災難復

原中心，為災民提供協助，即便遠

在二、三百英哩外的慈濟莫德斯度

聯絡處在接獲災區居民求助電話，

也立即展開關懷，協助災民填寫資

料，並考量災民無法再返回災區，

協請慈濟北加州分會在審核通過

後，將現值卡轉至莫德斯度就地發

放。

而 當 布 特 縣 第 二 個 災 難 復

原中心於11月下旬在奧羅維爾市

（Oroville）開放後，慈濟志工在

人力有限的情況下，仍前往佈點，

委請相鄰的單位代為協助災民登記

資料，把握每一個能幫助災民的機

慈濟志工於奇科市災

難復原中心發放現值

卡。災民仔細閱讀證

嚴上人慰問信，不禁

感動落淚。攝影／容

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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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除此以外，並於12月初在當地

舉辦為期兩天的義診服務。

全美慈濟志工為匯聚眾人之

愛，陪伴災民度過人生難關，在11

月中下旬連續兩個週末假期進行街

頭募款，也透過各個社群媒體，邀

約民眾一起響應感恩節後的「慈善

星期二（#Giving Tuesday）」活動，

經由個人或企業一比一的配捐，讓

愛心加倍。

尤其坎普大火過後，有上萬戶

家園付之一炬，需要更多的關照與

支持。為此，慈濟進一步發起一人

一戶（Hope Heals）認養活動，並於

12月1日在奇科市災難復原中心召開

記者會，分享災後三週來在災區的

服務並宣布此計畫，同時籲請災民

盡快上網或是直接至災難復原中心

登記資料，申請援助。

慈濟志工駐守災區至災難復原

中心關閉，而後現值卡發放行動仍

持續進行，截至2018年年底總計發放

近八千戶，並提供約四千九百條毛

毯及一千七百條圍巾，然而家園重

建之路漫長，慈濟志工之後將找出

特別需要幫助的個案，提供中長期

階段的援助。（彙編／陳宜淨）

北加州坎普大火後，奇科市湧入自重災

區撤離的居民。慈濟志工翌日啟動關懷

機制，前往庇護所發放毛毯。攝影／陳

碧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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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於三年前的「無明

網」事件後，除了積極推動組織

治理優化之外，也思考如何與社

會脈動接軌，期望導正大眾媒體

以訛傳訛下形塑出的負面形象，

更重要是將志業理念正確地傳達

給青年朋友，促使他們關注公益

議題並願意付諸行動，成為廣義

的慈濟之友。

為此，慈濟以「公益孵化」及

「永續發展」為核心，推動「Fun

大視野  想向未來─青年創新

推動計畫」，其中包含「創心小

聚」、「未來思塾」、「救將！防

救災體驗營」、「慈悲科技創新競

賽」、「青年公益實踐計畫」等五

項子計畫，與年輕人分享未來趨

勢，並鼓勵他們發揮創意與熱情，

從中發現困境並思考解方，壯大他

們改變世界的行動力。

Fun大視野 想向未來

──青年創新推動計畫

圖片／宗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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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計畫緣起於基金會董事

馮燕在2016年董事會上提出的「慈

善創心計畫」構想，希望慈濟將累

積五十年的經驗、資源與社會大眾

共享，提供年輕人需要的支持和

舞臺；後續宗教處團隊加入籌劃，

草擬計畫執行內容，並尋求外部公

司社會影響力製造所（Impact Hub 

Taipei）合作，討論與確立方向、

定位，正式將計畫定名為「Fun大

視野 想向未來──青年創新推動計

畫」。

開放資源　培育公益青年

友善希望 友善生命

友善國際

願景
三願

使 命

永續友善

核心價值
友善社區

友善地球 友善環境

蘊育 1 生無量，秉持 2 大使命

致力 3 大願景，投入 4 大志業

提升 5 大關注，實踐 6 大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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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影響力製造所合作，

在於慈濟與該公司所屬的全球網絡

（Impact Hub），有著相同的目標。

2016年，慈濟針對臺灣和全球所面臨

的社會、環境、經濟問題，連結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於《願

景白皮書》中提出「六大友善」；

Impact Hub則是與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UNDP）合作，在全球據點推行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除此之外，社會影響力製造所

具有創新實驗室、企業孵化器和社

會創新社群中心等多元的角色，也是

一個提供各種資源、合作機會與擴大

社會影響力的平臺，能將慈濟的資源

傳遞出去，同時也連結年輕的社群夥

伴進來認識慈濟，例如協助設立計

畫官方網站、社群網站（Facebook、

Instagram），在主視覺的設計上融入

外部觀點又不失慈濟本質，讓專案更

加平易近人。

專案自2016年12月從子計畫

「創心小聚」、「未來思塾」開始

推行，並將之定位為「青年公益實

踐計畫」的前導教育活動。前者以

大專院校為主體，透過創新思考工

具和遊戲體驗，帶領大學生輕鬆探

索與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慈

濟六大友善，藉此引起青年對永續

議題一探究竟的好奇；後者在舉辦

時，鏈結臺灣在地社會創新團隊，

以講座、工作坊、小旅行等形式，

增加參與者間的互動討論，以達到

跨界交流、世代溝通的成效。

一年多後，策劃團隊察覺臺灣

不乏熱衷公益的青年朋友，只是在

執行面臨挑戰時，需要足夠的支持，

才能持續熱情。因此在2018年將深耕

「公益孵化」之概念注入計畫，以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孵化與培

力」為方向，培養臺灣

社會創新行動人才，未

來將朝「公益教育」、

「公益研究」、「公益

慈濟基金會於2018年5月

22日在成功大學舉辦「創

心小聚：用新的角度發現

問題」，學員在分享討論

中，找到與自己關注同樣

社會議題的夥伴，進而更

有信心去實踐。圖片／宗

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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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平臺 瀏覽、觸及人次

官方網站瀏覽人次   229,127 

總計畫粉絲專頁按讚數 19,276 

Instagram貼文  7,154 

創心小聚社群 105,222 

未來思塾社群 126,822 

青年公益實踐計畫社群 1,342,414 

總  計 1,830,015

子計畫名稱 活動場次 互動人次 說明

創心小聚 23 1,056 校園講座、設計思考工作坊。

未來思塾 26 1,321 社群講座、議題式工作坊、在地

走遊等。

救將！防救災體驗營 5 1,908 兩天一夜營隊。

慈悲科技創新競賽 9 831 包含賽前說明會、記者會。

青年公益實踐計畫 65 1,592
包含徵件說明會、錄取團隊培力

課程、期中與期末成果發表、社

群講座。

總  計 128 6,708

網路平臺推介成果

實體活動互動成果

基金」與「公益孵化」四大面向邁

進，結合當代議題趨勢與慈濟在公益

領域長期深耕的經驗，為臺灣青年打

造公益實踐之平臺。

截至2018年底，專案在網路平臺

的瀏覽與觸及，累計逾一百八十三萬

人次；各項子計畫共舉辦一百二十八

場活動，與六千七百多人次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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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地球暖化造成的極

端氣候已嚴重威脅各物種的生存，

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又受區

域地形影響，旱、澇情形愈發明

顯，小小島國已將佛教所稱「地水

火風、四大不調」的災變，盡現在

前，而每一次的大型災難中，幾乎

皆可見慈濟志工動員賑災的身影。

慈濟為了進一步傳承救災經

驗，同時引導十八至三十五歲對社

會公共議題有興趣的青年，思考如

何防災、減災、備災，於2017年2

月在高雄、新北、臺中舉辦第一屆

「救將！防救災科學營」。

營隊課程「名人開講」邀請災

援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擔任講師，如

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公司總經理彭啟

明分享全球氣候現況，以喚起大家

對於環境的覺知；開放街圖臺灣社

群理事長鄧東波，分享如何將網路

科技應用在救災現場；知名導演楊

力州以拍攝紀錄片的角度，觀察並

分享災後重建對於受災民眾的重要

性，除了提供硬體，眾人愛的力量

與陪伴更是不可或缺的。

「實境體驗」中，安排學員前

往曾受到災害重創之地，如2009年莫

拉克風災的高雄杉林、2015年蘇迪勒

風災的新北烏來，再模擬救災現場

各項突發狀況：

救將！就是不一Young

救將學員在慈濟急難救助隊志工教導下，

練習駕駛全地形救災工作車。工作車由全

地形越野車（ATV）改造而來，加強引擎

排氣量、安全性和負載力，並加裝貨斗，

能應付各種救災環境。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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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安居樂業的「救將里」，

一夕之間遭逢災變，居民撤離

至安置中心後，住宿、餐食、

飲水、安全管控等，成為大家

重要的共同課題。

並將學員按各自的興趣、專

長及賑災運作邏輯，分成九大功能

組，由志工陪伴學員操作行動餐

車、組合屋、淨水器、淨斯多功能

折疊床（福慧床）等「慈悲科技」

賑災設備，學習如何做到災前準

備、災中反應、災後復原。

2018年辦理第二屆時，考量器

材調度及學員操作設備建議人數，

調整為新北、高雄兩梯次進行，並

更名為「救將！防救災體驗營」以

符合營隊形象與內容。功能分組方

面，將九項整併為六項；在整體課

程的安排中增加「實境體驗」的時

間並強化情境設計，工作人員依每

一場次學員實際運作狀況發出對應

的突發狀況，讓學員思考該如何應

變，像是突然有大批災民湧入可如

何安置，或在關懷的過程中又發生

規模較大的餘震可如何處變等，讓

模擬更加貼近救災現場。

在分秒必爭的賑災行動中，又

須面對瞬息萬變的考驗，更能加深

學員的學習感受。而每梯營隊的最

後都會透過工作坊帶動小組討論，

共同省思與激盪賑災創意，例如

救將營如何提升，課程如何設計

等主題。大家也相約有一天需要

時，能挺身而出，當慈濟志工的

救將小幫手。

陪伴慈青逾二十五年的慈濟志

第一屆

功能組
安管 資通 物管 運輸 餐食 水暖 住屋 綠能 記錄

說明

調
度
人
力
物
資
，
管
控
人
員
進
出
安
全
。

對
講
機
監
聽
、
訊
息
彙
整
與
物
管
記
錄
。

統
一
管
理
物
資
並
配
合
安
管
組
調
度
。

規
劃
各
類
災
難
的
運
輸
方
式
，
完
成
物

資
配
送
。

運
用
行
動
餐
車
煮
食
。

設
置
淨
水
與
取
暖
設
備
。

搭
建
帳
篷
及
簡
易
屋
。

建
置
太
陽
能
板
充
電
器
與
照
明
設
備
。

記
錄
賑
災
過
程
並
上
傳
至
網
路
平
臺
。

第二屆

功能組
安管資通 物管運輸 餐食水暖 住屋 綠能 記錄

救將功能組



110

52

110

安管
資通

住屋

餐食
水暖

綠能
物管
運輸

記錄

救災功能組關係圖

2017年第一屆

時間 場地 學員人數 工作人員

2/10-2/12 高雄 102 211

2/17-2/19 新北 160 124

2/24-2/26 臺中 153 110

2018年第二屆

時間 場地 學員人數 工作人員

3/16-3/18 新北 79 136

3/23-3/25 高雄 5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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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黃鳳美，同樣也參加救將營隊，

她認為這樣的營隊打破過去框架，

是與社會接軌的起步，更是招攬年

輕人投入社會工作的墊腳石。

慈濟基金會董事兼臺大社工系

教授馮燕，看到年輕一輩積極投入

營隊的態度，她甚感欣慰地與志工

分享：「真的看到有希望的未來，

年輕人學習力很強，也很容易溝

通，彼此互助合作，成長得很快。

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可能跟我們

不一樣，但是非常值得學習。」她

也期待學員能延續得到的體驗和感

動，把學得的防救災態度、方法及

技能，與身邊的人分享，更期望大

家能建立平臺，持續不斷聯繫。

「0206花蓮地震」後，宗教處

在第一屆救將學員的網路連繫平臺

上發出賑災召集，雲林、嘉義和高

雄等地的學員都紛紛表達意願，最

後在地緣與安全的考量下，由十三

位來自臺北、宜蘭、花蓮的學員支

援賑災。場勘、資源補給、垃圾

分類、環境清潔等工作，只要有需

求，他們便隨時補位，展現營隊所

學的觀念和技巧。而這次的動員也

給了籌備團隊一劑強心針，更加篤

定辦理營隊與培育青年的決心。

餐食組學員除了學習操作行動餐車，還要注意菜量、口味，讓受災民眾飽

餐之餘，更能感受到尊重與愛的溫暖。攝影／許金福



112

52

112

慈濟慈善援助足跡跨足海內

外，志工因應不同的賑災需求，研

發相對應的救難物資與設備，統稱

為「慈悲科技」，例如考量災區採

買食材、煮食皆不易，而有了用水

沖泡便能食用的「香積飯」；不捨

新生女嬰棲身在洪水過後的濕冷地

上，設計出「淨斯多功能折疊床

（福慧床）」。

為了在研發中注入創意新血，

慈濟與慈濟科技大學合辦「全國

慈悲科技創新競賽」，廣邀大專

院校學生參賽，參賽作品以環保

為基礎，須符合環保5R─不用

（Refuse）、少用（Reduce）、

重複用（R e u s e）、修理再利用

（ R e p a i r ）、清淨回收有大用

（Recycle），其中至少兩項；再從

慈善、醫療主題中擇一，研發解決

問題及困境的實物或行動應用程式

（App）、網路平臺等作品。

科技始終源自慈悲

慈濟也希望透過競賽，結合

產、官、研、學等不同領域的資

源，在社會公益中發揮更大效益，

故邀請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擔任指導單位；大愛感恩科技公

司、工研院社會公益委員會、工

研院東部產業服務中心（OMEGA 

ZONE）、南臺科技大學創新創業育

成總中心及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

心（臺灣科技大學），共同協辦。

競賽分初賽、決賽兩階段，進

入決賽的隊伍須在十分鐘內完成作

品展演說明，再接受評審提問；評

審則委由業界專家、校外學者或相

關專業人士擔任，如工研院技轉中

心副主任劉智遠、盛群半導體公司

經理陳林政、奇匠國際企業有限公

司總經理傅廷暐及大愛感恩科技公

司設計總監洪若岑、研發部高級專

員陳意容，以設計理念是否兼顧創

醫療主題：

一、以長照2.0為主，研發可幫

助解決銀髮族或失能之身

心障礙者的生理健康或日

常照護之產品。

二、研發可以改善醫療職業環

境，提升病人安全及居家

照護者之產品。

慈善主題：

一、以賑災為主，研發備災、

賑災所需相關產品。

二、以人文關懷為主，研發

可以改善弱勢或偏鄉地

區之民生或日常問題相

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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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二屆慈悲科

技創新競賽」評審委

員由奇匠國際企業有

限公司總經理傅廷暐

（左起）、大愛感恩

科技研發部高級專員

陳意容、工研院技轉

中心副主任劉智遠擔

任。攝影／黃玫嘉

新、獨特、實用和市場性，同時涵

蓋團隊合作、臺風穩健與應答完整

度為標準，選出前三名及佳作。

2017年第一屆競賽有來自十六

所學校共三十四組團隊報名，入選

十六隊於10月28日齊聚慈科大進行

決賽。評審一致認為，大多數團隊

選題新穎、極富創意、簡報流暢、

展演用心，卻也普遍缺乏市場性評

估，和使用者角度分析。不過，與

其他競賽最大不同之處，就是以利

他角度出發，再由學校當起點，讓

學生從日常生活去觀察需要創新與

改善之處，動手參與實作，期待能

帶動慈悲科技軟實力的發展。

活動策劃團隊有鑑於第一屆

的宣傳管道僅透過網路與學校發

文的方式，觸及對象較為侷限，

在2018年第二屆競賽前增加校園說

明會的場次，5月1至17日依序在南

臺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臺灣

科技大學、逢甲大學、元智大學、

慈濟科技大學，舉辦六場「門洛帕

克奇才──尋找青年愛迪生」創意

分享暨慈悲科技創新競賽說明會，

讓此競賽更廣為人知。說明會中也

邀請慈悲科技的研發者分享，讓同

學了解何謂「慈悲科技」，最終吸

引二十三所學校共四十八組團隊報

名，作品種類也更加豐富多元。

第二屆決賽於10月6日在慈科大

進行，除了競賽獎金，工業技術研

究院社會公益委員會額外提供特別

獎，給第一名作品「電漿科技在生

農領域之應用」製作隊伍，表示可

給予一年的補助。

教育部政務次長范巽綠特別

出席頒獎，並於致詞時感謝慈濟基

金會幾十年來在臺灣落實慈善與醫

療，她也鼓勵全臺青年一起投入慈

悲科技研發，共同解決社會面臨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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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慈悲科技創新競賽前三名介紹

特色｜

「連動式安全針具」主體利用可回收塑膠材質聚對苯

二甲酸乙二酯（PET）製作，只有注射時，針頭才會

伸出；拔針後，針頭就自動沒入塑膠套筒內。且針筒

設置斜面、加快護理師從藥瓶抽出藥劑的效率，是兼

具簡便操作、方便抽藥、安全覆蓋、節省醫療資源的

可替換針頭。

特色｜

團隊挑選種植一百二十天即可收成的紅藜，運用綠色

循環農業之生產模式，提高整株紅藜（果實、根、

莖、葉）的利用率，不但保有紅藜的甜菜素、色澤

美、賣相佳，還把萃取多醣體後的紅藜廢棄莖，再製

成培育紅藜菇（姬松茸）的培養土或生質燃料棒；培

養土使用後，可作為有機肥料，達到綠色循環經濟。

特色｜

能自我潔淨空氣、消除異臭味（環芳香烴族類）、抑

制細菌（黴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沙門氏

菌、綠膿桿菌）的生存、分解甲醛基分子（HCHO）

及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等多項功能。經過

實際測試後，預估兩小時就能潔淨八到十坪空間大小

的空氣。

連動式安全針具

藜歸

自我潔淨空氣功能之光觸媒光罩（照）板

團隊｜慈濟科技大學

團隊｜慈濟科技大學

團隊｜健行科技大學

3

攝影／王美卿

攝影／王美卿

攝影／王上秦

攝影／王美卿

攝影／王美卿

攝影／王上秦

攝影／王美卿

攝影／王美卿

攝影／王上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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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慈悲科技創新競賽前三名介紹

特色｜

大自然平均一次雷雨，可以產生五萬噸氮肥，本

技術利用電漿技術將空氣中氮轉化固氮液態肥

料，只需要溝渠水轉化成電漿水，就能灌溉田

園，能大幅降低有機耕種成本，並提高產量。取

材於空氣而不造成土壤汙染，能促進有機農業發

展，同時兼具友善環境。

特色｜

將消毒藥水以及棉花棒做結合，不但可以節省沾取

藥水的麻煩性，並且控制沾取藥水的份量，也可以

減少棉花棒使用的材料。在醫院裡的緊急狀況下，護

士能夠迅速地替傷患做消毒的動作；在家中，民眾能

夠便利地拿取使用，也較不易有藥水隨意噴濺的問

題。除了在使用上更有效率，還可以減少垃圾量。

特色｜

環保署2017年的光碟回收量約有三百五十萬公

斤，可回收基板佔光碟95%，是高純度聚碳酸酯

（PC）材，又PC優於PET，耐120度C，具優異的

抗衝擊性，因此，回收PC可以製成救災物品，例

如餐具、安全防護頭盔、水壺等，平時亦可供給弱

勢或偏鄉地區之民生用品，減少救災儲備成本。

電漿科技在生農領域之應用

心心相繫Plus

回收廢棄光碟基材用以製作救災物品

團隊｜臺灣大學、成功大學、長庚科技大學

團隊｜臺北教育大學

團隊｜遠東科技大學

攝影／李許心悅

攝影／柏傳琦

攝影／黃玫嘉

攝影／李許心悅

攝影／柏傳琦

攝影／黃玫嘉

攝影／李許心悅

攝影／柏傳琦

攝影／黃玫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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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貧窮、環境生態、氣候

變遷、全球化發展趨勢等，是臺灣

和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重大議題。

慈濟於2017年12月推出第一屆

「青年公益實踐計畫」，就是要扮

演公益孵化培育的平臺，鼓勵年輕

世代針對公益議題提出改善計畫，

再由慈濟提供「專家業師」、「產

業鏈結」、「資金支持」、「經

驗傳承」、「培力課程」及「生態

社群」，讓公益計畫更容易付諸實

現，為世界挹注更多正向影響力。

青年公益提案內容限定為：弱

勢、偏遠地區兒童教育（國內或國

際）；新住民培力；街友關懷；改

善糧食危機；防災教育宣導；社區

（慈善）總體營造；國內或國際衛

教推廣；青銀共創；循環經濟；其

他具體的社會問題等十個主題。

二百四十五個提案團隊經過

社會影響力、創新前瞻性、計畫可

行性及團隊執行力等四項指標評比

後，決選出十組隊伍，在2018年3月

到11月間接受十堂培力課程，並配

有一對一的業界人士（業師）提供

團隊所需的諮詢及資源的串連，提

升他們的專業技能，以及社會能見

度和支持度，讓計畫在執行中更加

成熟。

培力和執行計畫持續三個月

後，慈濟與合作夥社會影響力製造

所鏈結各方資源，於6月8日在臺北

西門紅樓舉辦「Demo Day」，讓十

個團隊向產、官、學界、媒體、非營

利組織，以及對公益平臺交流有興趣

的青年，展演計畫內容和現況。

活動指導單位教育部青年發展

署署長羅清水表示，慈濟帶動青年

朋友落實社會公益，展現臺灣活力

朝氣的一面，是政府學習的團體之

一。這場活動不但創造

了一個讓年輕人實現公

公益孵化的搖籃

「第一屆青年公益實踐計

畫」十組獎助團隊12月16

日在臺北市華山文創園區

進行成果發表會，透過海

報向社會大眾介紹他們計

畫的理念、成員、核心任

務、社會影響力與未來展

望。攝影者／顏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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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獎助團隊

團隊名稱 提案議題

幸福食間：

打造偏鄉弱勢孩童的幸福時間

1.弱勢、偏遠地區兒童教育（國內或國際）

2.社區（慈善）總體營造

3.循環經濟

健康秒懂狂人：

創新衛教‧翻轉醫療
國內或國際衛教推廣。

搖滾爺奶說書趣 青銀共創。

社團法人臺灣行動兒童療育協會：

新竹兒童早期療育計畫

1.弱勢、偏遠地區兒童教育（國內或國際）

2.其他具體的社會問題：資源不足及偏

遠地區之兒童早期療育

Skills for U用技能與社會對話：

技職國手活化老舊校園
其他具體的社會問題

改變世界大推手：

老屋新生

1.弱勢、偏遠地區兒童教育（國內或國際）

2.其他具體的社會問題

遠山呼喚：

為世界種植教育，扭轉九百位受

災孩童的教育環境

弱勢、偏遠地區兒童教育（國內或國

際）

Ubag二手袋循環計畫 循環經濟

格外農品：

全國第一座共享工廠

1.改善糧食危機；

2.社區（慈善）總體營造；

3.循環經濟。

Factory NextGen
翻織世代─新北紡織群落再生

計畫

1.社區（慈善）總體營造

2.青銀共創

3.其他具體的社會問題。

益夢想的平臺，更帶動一股臺灣社

會向上提升的力量，也呼應聯合國

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讓活動更具

國際視野。

計畫於12月16 日在華山文創園

區進行成果發表。各團隊向社會大

眾分享計畫執行成果與未來願景，

同時也不約而同地感恩慈濟提供協

助，願意相信年輕人並且無償給予

資源和空間，他們更自我期許為第

一屆的學長、學姊，在未來能分享

自己過往的經驗給更多新鮮人，讓

這股力量持續發光。（彙編／曹芹

甄、賴郁文、沈昱儀）



攝影者：王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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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 2018.01.06 慈濟香港分會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因租借不到合適場地，改回

會所舉行，分別於6、7、13、14日各辦三場，共逾二千人參加。

 ◆ 2018.01.06 慈濟莫三比克聯絡點舉行歲末祝福感恩會暨「111世界蔬醒日」

活動，本土志工演出兩場戲劇，宣導茹素的好處，含志工、會眾

及鄰近照顧戶共四千四百二十一人參加。

 ◆ 2018.01.11 慈濟基金會在海地首都太子港所設立的慈濟會所倉儲，本日舉行

啟用典禮，象徵慈濟在海地推動會務的新里程碑。

  海地位在加勒比海，經常遭受颶風、豪雨等天災侵襲，加上長年

政局不穩、經濟蕭條，人民生活普遍不佳。慈濟最早於1998年，

因喬治、密契颶風賑災，發起「賑濟中美洲，衣靠有情人」活

動，援助中美洲諸國，其中捐贈四貨櫃衣物予海地；十年後，

2008年海地連受四個風災重創，災情慘重，慈濟志工11月底勘

災，並自2009年起由慈濟美國總會承接策劃「海地人道援助與賑

災計畫」，援助項目以物資發放、醫療援助、學校援建與環保教

育為主。

  慈濟關懷行動方起步，未料2010年1月12日海地發生芮氏規模7.0

強震，傷亡慘重，更重創民生基礎建設。災後慈濟緊急展開人道

援助工作，勘災發放、義診關懷、教育助學、辣木栽種，並援建

四所學校；也自2013年起年年發放臺灣農委會援外大米，累計至

2017年達二千四百公噸。同時，美國慈濟志工定期前往海地帶動

本土志工，幫助當地貧苦鄉親，更與如濟神父攜手關懷太陽城居

民，帶動更多人加入志工行列。

總論年表

美國、海地慈濟志工

及各界來賓，齊聚參

與海地慈濟會所倉儲

啟用典禮。圖片／美

國總會提供



年
表

總
論

121

  然而，礙於國家民情、生活習慣、語言溝通等諸多因素，慈濟志

業在當地發展考驗重重，譬如辣木栽種推廣，推行多年，便因當

地主食習慣不同，宣告暫止。又如杜柫榭幼兒園援建工程，一度

無法如期進展，幸克服萬難，終於2015年啟用移交。

  為了讓海地慈濟志業能更穩健發展，慈濟基金會在太子港設立會

所倉儲，委任海外工程公司（Overseas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簡稱OECC）施工，並委請美國建築師曾水福監工，慈濟志

工陳健（法號思晟）更定期前往關心施工進度與品質。

  慈濟海地會所倉儲，2017年08月17日動工，2018年1月11日

啟用，土地面積約二千九百五十坪，其中倉儲會所室內面積

二百四十八坪，地基深三米，著重結構安全性，而整體建築以挑

高鐵皮蓋建，內部空間以貨櫃隔間，並統一以明亮的淺黃色基調

為主，是一個能提供發放倉儲、教育職訓、精進共修等多功能會

所，未來將著力於志工培訓及會務推動等，包括熱食發放、長期

個案關懷等；並安排資深海地志工輪值排班，維護會務運作及會

所環境。

 ◆ 2018.01.11 慈濟人文志業體舉行授證暨歲末祝福感恩會，並由二百五十多位人

文志業中心職工及唐美雲歌仔戲團、臺北愛樂、前太陽劇團首席舞

者張逸軍共同演繹《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證嚴上人感動於大

家的投入，期許人人莫忘初心，立願肩負淨化人心之責任。 

 ◆ 2018.01.13 慈濟新加坡分會於星宇表演藝術中心舉行兩場歲末祝福感恩會，

共逾七千人參加；其中慈濟志工力邀二十一位視障人士與會，鼓

勵他們融入社會人群。

 ◆ 2018.01.14 慈濟基金會與中國慈善聯合會、澳門基金會、香港大學社會科學

學院、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聯合主辦的

海地慈濟會所倉儲內

部空間景觀，主要功

能在於集會共修、發

放物資倉儲、教育職

訓等。攝影／岑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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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海峽兩岸暨港澳慈善論壇」，14至17日在澳門科學館會

議中心展開，由執行長顏博文、執行長辦公室副主任王運敬代表

出席。

 ◆ 2018.01.14 以色列駐葡萄牙大使甘若飛（Raphael Gamzou）伉儷來臺，參加

新店靜思堂場次的歲末祝福感恩會，並拜會證嚴上人，允諾會盡

力協助慈濟在葡萄牙進行林火賑災工作。

 ◆ 2018.01.14 慈濟美國達拉斯分會舉行歲末祝福感恩祈福會，包含歐巴馬男子

學院前、現任正副校長等多位貴賓與會，該校合唱團更獻唱〈天

佑美國〉、〈和平之夢〉兩首歌曲。分會自2011年起，在歐巴馬

男子學院推廣靜思語教學、素食環保理念，並為清寒學生提供體

檢等服務。

 ◆ 2018.01.14 慈濟緬甸聯絡處借用雅倫第四高中（No.4 Basic Education High 

School Ahlone）多功能大禮堂，舉辦兩場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

並設置米撲滿、竹筒歲月、募心募愛、蔬食勸素等人文展區，約

一千五百人與會。

  兩場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上午場次針對慈濟委員、慈誠隊

仰光雅倫第四高中師

生參加歲末祝福，並

響應竹筒回娘家，共

捐出六十七支愛心竹

筒行善。攝影／Myo 

Htet Hlaing

「海峽兩岸暨港澳慈善論

壇」自2013年起先後在深

圳、臺灣、香港舉辦，已是

連接兩岸暨港澳慈善界的重

要互動、交流平臺。慈濟除

參與主辦本屆論壇，並於會

中分享慈善救災經驗。圖片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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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見習、培訓中的慈濟志工；下午場次，則以社區一般會

眾為主，有因慈濟福種計畫結緣的莫比鎮（Mawbi）、岱枝鎮

（Taikyi）、丹茵鎮（Thanlyin）等地農民們，搭三個小時的車程

遠道而來，也有臺商協會的會員們共襄盛舉。

  其中最為特別的是，雅倫第四高中兩千多位師生共同響應竹筒回

娘家，捐出六十七支愛心竹筒，約緬幣三百萬元（折約臺幣六萬

五千多元）。這些竹筒，乃於去年該校校長多麗麗溫參加慈濟歲

末祝福時，聽到竹筒歲月之分享後領取，並在每個班級放置一

支，鼓勵老師帶領學生們行善助人。

  另外，住在四秉滾村（Sit Bin Kwin）的農民烏緬誒（U Mya 

Aye），是第二次參加慈濟歲末祝福，也捐出近三年日存五十元

緬幣的善款，作為慈濟緬甸濟貧基金。烏緬誒的農田因2008年納

吉斯風災造成土地鹽化，生計受到重挫，直到2010年因慈濟福種

計畫，受贈品質良好的稻種，改善了收成，便開始日存五十元緬

幣，分別在2015、2018年歲末祝福活動中捐出，響應竹筒歲月回

娘家活動。

  慈濟基金會因納吉斯風災而踏上緬甸，迄今關懷不曾間斷，除了

發放稻種、援建雅倫第四高中等三所學校外，並持續帶動本土志

工行善助人，也相繼在岱枝鎮德巴村、岱枝縣瑞那滾村成立活

動中心，舉辦本土農民志工培訓。而受到幫助的農民，以日存

一把米響應行善，截至5月31日，仰光及十五個農村共有一千零

一十一戶米撲滿會員，每月可收集到逾一千公斤白米，幫助在地

超過六十戶更貧困的家庭。

四秉滾村農夫烏緬誒，2010年第

一次收到慈濟稻種後，便與太

太堅持日存五十元緬幣，兩人

生怕鈔票受潮，不時一張張用

熨斗燙平。2015年終於遇到慈濟

志工，捐出存了五年的善款；

2018年參加歲末祝福，同樣也帶

來了善款捐出助人。此圖為2015

年捐款時所拍。攝影／藍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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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1.26 慈濟基金會第二十三屆慈青幹部薪傳營，26至30日在花蓮靜思

堂舉辦，來自臺灣、中國大陸兩地學員及工作人員，逾兩百人

參加。

 ◆ 2018.01.26 桃園市市長鄭文燦及市府團隊來到桃園靜思堂，拜會證嚴上人，

感恩慈濟援建合流部落十五戶永久住宅，並送上感謝狀。

 ◆ 2018.01.27 慈濟新加坡分會在巴西立地鐵站旁空地，舉行為期兩天的新春慈

善義賣會，吸引約一萬人次參與。

 ◆ 2018.01.27 慈濟印尼分會27、28日於靜思堂舉辦三場歲末祝福感恩會，

近五千人與會，並為27日清早病逝的慈濟委員齋娜（Zainah 

Mawardi）祈福，感念她多年投身印尼慈濟大愛學校教職，為教

育無私奉獻。

 ◆ 2018.01.27 慈濟多明尼加聯絡處「2017年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除了例行

在會所，以及長期關懷的拉羅馬那社區舉辦以外，新增一場自

2017年起關懷的感化中心，共計辦理三場。

  拉羅馬那CUCAMA地區感化中心（Centro de correcion y 

rehabilitacion CUCAM LA ROMANA），收容約七百多位受刑

人，內部設有中、小學部，也有職訓中心前往開班授課，教導受

刑人一些職能技巧。小學部學生約四百多位，而國中部2016年設

立，約一百六十多人。2017年，設立高中部，成為拉羅馬那慈濟

學校成人班高中部的分部。

  拉羅馬那慈濟小學的成立，係因1998年密契、喬治颶風的長期援

助計畫，2000年啟用，改變了垃圾山孩童的人生。爾後升格成中

小學，直到2016年公立學校改制，遂使原幼稚園至國中八年級的

慈濟中小學，改為幼稚園至國小六年級；七年級以上學生改到鄰

近的公立高中學校就讀。另外，因應社區需求及本土志工馬西

自2017年10月起，慈

濟志工開始關懷拉羅

馬那省的一所感化中

心，並於2018年1月首

次為受刑人舉辦歲末

祝福活動，致贈福慧

紅包及結緣品。攝影

／李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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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的推動，2010年成立成人班教育，先從夜間成人班國小教育開

始，之後開辦週末成人班高中部，目前維持國小、國中為一個階

段（小一至八年級），高中教育為九至十二年級。

  因此，當管訓中心受刑人完成中小學教育後，面臨升學高中時，

中心臨近的成人班高中教育，唯有拉羅馬那慈濟學校成人班高中

部在營運，於是暫時掛名在慈濟成人班高中部的編制下，直到

2017年管訓中心高中學生人數足夠才正式成立，並自然而然成了

慈濟成人班高中部的分部。

  雖然只是編制掛名在慈濟學校名下，師資等均由政府指派，但慈

濟志工仍希望能將人文傳遞進去，於是2017年10月5日首次拜訪

管訓中心，了解詳情，並贈送高中部學生制服、文具給慈濟成人

班高中部學生，也致贈《靜思語》等著作給中心圖書館。12月14

日再度前往贈送小學部學生制服，以及鞋子、文具用品等給中小

學、高中部學生。

  2018年1月27日，慈濟首次在感化中心歲末祝福，逾三百位受刑

人參加，並致贈福慧紅包與結緣品，也分享慈濟竹筒歲月精神、

慈悲人文理念；結束後，志工趕往拉羅馬那慈濟學校，舉辦第二

場歲末祝福。28日，於首都聖地牙哥的慈濟會所舉辦第三場，逾

一百四十人參加，另有二十二支竹筒回娘家。

 ◆ 2018.01.27 慈濟加拿大北多倫多聯絡點在約克戲院（York Cinemas）舉辦歲

末祝福感恩會，約三百人參加，並獲萬錦巿政府（Markham）頒

發感謝狀。

 ◆ 2018.01.28 慈濟美國西雅圖支會兩場歲末祝福感恩會，1月28日在科克蘭會

所、2月4日在中國城舉行，共逾二百三十位會眾參加；其中，科

克蘭會所是最後一次舉辦，未來歲末祝福將改在新會所舉行。科

慈濟在拉羅馬那慈濟

學校舉辦社區歲末祝

福，本土志工馬丁尼斯

（RAMON MARTINEZ 

YANPEN YANG，左）

是該校畢業生，並成為

志工，樂於助人，協助

行動不便的長者進入活

動現場。攝影／李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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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蘭會所於1996年11月，由慈濟志工高明善家族發心捐出購物中

心部分空間，供慈濟使用。

 ◆ 2018.01.28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於吉隆坡靜思堂舉辦2018年度首次見習、

培訓課程，共九百六十七位學員參加。

二月

 ◆ 2018.02.03 韓國慈濟志工於仁川市華美達飯店（Ramada Incheon Hotel）舉行歲末

祝福感恩會，計有會員，以及赴臺留學生與家長近六十人參加。

 ◆ 2018.02.03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首次舉辦全程英語的歲末祝福感恩會，特向哈

維颶風賑災期間協助慈濟的地方政府首長、警消人員，以及越南

社區、寺廟等各民間團體致謝，計一百三十人參加；並獲休士頓

警察局長致贈感謝獎座。

 ◆ 2018.02.03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於臺僑會館舉辦歲末祝福感恩會，包括駐瓜

大使賴建中、佩勒西亞市長阿爾貝多（Alberto Reyes）等貴賓，

及慈濟東方小學五十四位師生共襄盛舉。

 ◆ 2018.02.04 屏東圓通寺見靜法師2月4日捨報圓寂，享壽七十四歲，焰口法會

於10日、圓寂荼毘追思讚頌會於11日舉行；法會期間，慈濟志工

持續動員逾兩百人次，協助會場各項庶務工作，四位靜思精舍師

父全程參與儀式。

  圓通寺與慈濟法緣深厚，1964年，證嚴上人於基隆海會寺結夏安

居時，結識了惟勵法師；1972年，上人路過屏東，前往東山寺拜

訪惟勵法師，得識圓通寺的見慧、見靜法師，該寺信徒陳榮慶了

解慈濟慈善濟貧宗旨，慨然應允承擔屏東慈濟志業，成為當地

圓通寺見靜法師圓

寂，靜思精舍四位師

父，以及屏東慈濟志

工前往參加法會，感

恩見靜法師的付出。

攝影／王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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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顆種子。當時，屏東縣境接受慈濟濟助的貧戶大約有三、四

戶，救濟物資均以郵寄處理。

  直到1977年，賽洛瑪、薇拉颱風相繼在高屏釀災，上人獲悉後寫

信至圓通寺，請見慧、見靜法師及陳榮慶協助向鄉鎮公所蒐集災

戶資料，爾後更親領數位花蓮、臺北委員前往賑災。當時商借東

山寺發放頗多不便，三個月後，遂將發放工作移至圓通寺舉行，

同時成立「慈濟屏東分會」，以資長久賑濟；見慧、見靜兩位法

師，以及陳榮慶亦加入慈濟委員行列。

  隨著分會的成立，圓通寺成為南部三縣巿慈濟委會員聯誼聚會的

中心，也是附近貧戶精神寄託的所在，而南部的會務也以圓通寺

為據點，慢慢向高雄、臺南方面發展。

  上人每次南來，必定駐錫在圓通寺，而見慧、見靜與法明法師對

上人尊敬如長上，對慈濟會務殷切的護持。因此，上人經常公開

表示：「到圓通寺就如同回到自己的常住一樣親切、自在。」直

到1991年屏東分會新會所在長興村落成啟用，由見慧、法明法師

主持，而圓通寺則留供當地信眾禮佛，由見靜法師主持。

  見靜法師晚年飽受腎病所苦，4日因心律不整捨報圓寂。聞訊

後，見慧法師趕到圓通寺，而慈濟志工也陸續前往助念。10、11

日焰口法會及圓寂荼毘追思讚頌會，靜思精舍德慈、德曜、德昀

及德雵四位師父代表出席悼念；德慈師父表示，雖因「0206花蓮

地震」救災忙碌，但雙方法親關係深厚，上人也認其為徒弟，因

此前來祝福。

  兩日法會期間，屏東區慈濟志工持續動員協助圓通寺生活香積、

交通接待等工作，讓寺內師父安心處理事務，並感念見靜法師的

付出，希望盡心伴法師走完最後一程。

屏東圓通寺與慈濟淵源

深厚，慈濟屏東分會早

年設址在圓通寺，每月

貧戶發放時，見慧、見

靜法師及慈濟委員便會

帶著照顧戶虔心念佛。

此圖攝於1983年11月2

日發放日。圖片／花蓮

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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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06 中南美洲薩爾瓦多、巴拉圭、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四國駐教廷大

使等七位貴賓，參訪慈濟內湖環保教育站、大愛感恩科技公司，

了解資源回收分類的重要性。

 ◆ 2018.02.10 「2017年慈濟授證暨歲末祝福感恩會」，主題「大愛共伴有情

天，寸步鋪路護大地」，全臺含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場

次，自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2月10日共舉辦五十六場，由證

嚴上人主持，計為四千四百五十五人授證，逾九萬人參加。

 ◆ 2018.02.12 「0206花蓮地震」救災告一階段，花蓮縣縣長傅 萁偕縣府團隊

於12、13日兩度到訪靜思精舍，拜會證嚴上人，感恩慈濟投入人

力、物力，協助安置民眾與救援後勤等工作。上人表示慈濟很願

意為鄉里付出。

 ◆ 2018.02.15 「2018年慈濟社區道場新春活動」，全球九個國家地區共四十九

個據點的志工及志業體職工，合計逾二萬三千人次，15日（除

夕）至20日（初五）透過預錄拜年影片，或與靜思精舍視訊連線

等方式，向證嚴上人及全球法親拜年。

 ◆ 2018.02.23 墨西哥本土志工尋根團一行十四人，包含塔妮、安和夫婦，餵食

基金會負責人費南多，以及羅德戈、依芳、奧蘭多、阿薩等，即

日起至3月6日來臺，在全球總督導、宗教處職工及多位臺灣、丹

麥志工的陪同下，展開臺北、臺中、高雄及花蓮等地志業體學習

之行，深入了解慈濟慈善、環保、大體捐贈、醫療關懷等理念。

  此行安排內湖、岡山兩地環保教育站參訪，除了實做回收分類、

了解環保理念外，墨西哥本土志工親見寶特瓶製成毛毯的過程，

驚歎不已，尤其每人家中都有一件賑災時發放的環保毛毯，更是

好奇頻頻詢問。

  一行人3月4日於靜思精舍，和證嚴上人溫馨座談，發願要將此行

墨西哥本土志工戴上

手套，實作練習環保

分類，塔妮（左）、

路易斯（右一）從回

收籃中逐一將寶特

瓶、塑膠物等挑出分

類。攝影／吳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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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灣見聞與學習到的一切帶回墨西哥，尤其是環保教育與慈濟

人文；並且請求皈依。上人對大家說明，皈依並非要大家改變宗

教信仰，也沒有特別儀式，唯以佛心師志，用清淨單純的信念、

開闊的心胸、平等視眾生的智慧，為天下眾生服務。

  上人鼓勵墨西哥弟子們，不要輕視自己的力量小，從小小力量開

始，人人都成為「覺有情」菩薩，並會合眾人之力，才能以無私

而廣闊的愛，為人間付出。請大家將種子帶回墨西哥，就地耕

耘，讓種子長成大樹，年年都能結果實，再產生無量種子，就地

播善種，成就茂盛菩提林。5日，上人頒發皈依證。

  墨西哥本土志工返國後，便積極展開科瓦帕（Coapa）、霍奇米

科（Xochimilco）浮水種植區複查工作，調查沒有領到補助的地

震受災戶，進行造冊等工作，並且於6月間在荷呼特拉（Jojutla）

租賃一處所，作為慈濟墨西哥臨時會所，7月7日召開會所運作、

志業推動規劃會議，而會所每月水電、網路費用等開銷，由本

土志工共同承擔。更在4、9、11月義診活動期間，承擔起前置工

作，包括場地的統籌接洽等，大衛、伊芳等人都能掌握要領，學

習獨當一面，努力實踐對上人發願的承諾。

 ◆ 2018.02.24 慈濟智利聯絡處舉辦第一次本土志工培訓活動，共十四位

志工參加，並為臺灣「0206花蓮地震」募心募款，募得四萬

八千七百四十披索（約臺幣二千三百元）。

 ◆ 2018.02.26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童振源、泰國實業家及媒體等一

行三十多人，參訪慈濟靜思堂，並至靜思精舍拜會證嚴上人。

 ◆ 2018.02.27 「慈濟南非德本本土幹部動、靜態研習週」即日起至3月3日展

開，安排來自東開普省伊莉莎白港、威廉王城、貢布計六位，以

及史瓦濟蘭二十四位本土志工，進行大愛菜園觀摩、下鄉訪視、

墨西哥本土志工請求

皈依，上人期勉大家

以佛心師志，為天下

眾生服務。圖片／花

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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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供食點關懷、志工溫馨座談等，並參加3日舉行的德本第

三十三次本土幹部研習會。

 ◆ 2018.02.28 「0206花蓮地震」災情傳出後，海外慈濟志工紛紛發起募款活

動，截至2月28日止，共有三十五個國家地區的志工響應。

三月

 ◆ 2018.03.02 慈濟馬來西亞吉打分會舉辦「大愛之聲」元宵慈善演唱會，約

一千八百人與會，收入捐作慈善、醫療基金。

 ◆ 2018.03.03「大北區合心共識研習營」一連兩天在花蓮靜思堂、靜思精舍舉

辦，來自大臺北逾三百位和氣組隊長參加，由合心組隊幹部承擔

隊輔，除了新舊幹部交接外，也透過分組研討、凝聚共識。

 ◆ 2018.03.03 慈濟南非德本第三十三次本土志工幹部研習會在愛丁頓小學舉辦，

來自德本華人與本土志工，以及南非東開普省、史瓦濟蘭本土志

工，共三百四十三人參加；並由鐸拉蕾．姆奇瑞（法號慈蕾）代

表，為史瓦濟蘭七位、德本五位本土志工授證為慈濟委員。

 ◆ 2018.03.03 緬甸仰光省岱枝縣（Taik Kyi Township）瑞那滾村（Shwe Na 

Gwin）慈濟簡易活動中心，本日動工搭建，6日完工，作為該村

米撲滿會員聚會及培訓共修用。中心用地為慈濟志工烏善丁（U 

San Thein）自家毗鄰空地，無償提供慈濟使用。

  慈濟與瑞那滾村，結緣於2015年雨季水患，當時連日豪雨成

災，慈濟志工接獲來自莫比鎮飄甭沙彌尼寺院的緊急訊息，表

示仰光近郊的岱枝縣、莫比鎮（Maw Bi）水患災情嚴重，於是

展開援助。

瑞那滾村慈濟簡易活

動中心啟用後，5月4

日第一次舉辦浴佛典

禮，村民齊聚虔誠祈

禱天下無災無難。攝

影／huang lu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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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發放餐食、物資，啟動「以工代賑」供餐外，為了不讓農民

受水患之苦、又要背貸款利息負擔，並加速農民復耕，慈濟基

金會繼丹茵鎮後，啟動第三波「稻農援助計畫」，自2015年9月

中旬至2016年7月分兩階段，發放品質優良、適合當地耕作的稻

種，幫助岱枝縣、莫比鎮合計二萬六千三百二十二戶農戶，完成

六萬九千五百三十二公頃農田復耕。

  在發放期間，丹茵鎮農民也響應當志工，協助慈濟發放，其中農

民烏丁屯也和大家分享「慈濟竹筒歲月」、「日存一把米」、

「對稻田說好話」等心路歷程，鼓勵兩地農民奮發向上，提高農

作收成，同時也可行善助人。

  瑞那滾村的烏善丁受到感動、率先響應，並在村裡挨家挨戶推動

日存一把米，全村九十戶幾乎人人領養一個竹筒，每日發心存一

把米，甚至還帶動其他八個村落居民一起響應。如今每個月回收

撲滿裡的米就重達五百多公斤，可供應二十八戶窮困人家所需。

  慈濟稱這群大愛無私的農民為「米會員」，他們響應慈濟竹筒歲月精

神，在每次煮飯前抓一把米存成米撲滿，用於濟助更貧困的鄉親。

  眼看著這群愛心「米會員」，人數日漸增長，考量岱枝縣距離仰

光較遠，不像丹茵鎮、礁旦鎮農民可以到仰光參加志工培訓，因

此慈濟緬甸聯絡處2017年4月在岱枝縣瑞那滾村首次舉辦「本土

農民志工培訓研習營」，該村就有四十四位米會員報名參加。

  為了讓米會員方便聚會、共修，瑞那滾村慈濟簡易活動中心，晚

德巴村近一年，於2018年3月6日完成啟用。兩個月後，迎來慈濟

三節合一的日子，志工便在活動中心，為米撲滿會員舉辦一場浴

佛暨孝親活動，來自十四個村莊、共七百三十人參加，並將自己

日存一把米全數捐出，累計七百二十八公斤。

米會員們齊聚在瑞那

滾村慈濟簡易活動中

心，將自家「日存一

把米」的米筒捐出，

匯聚眾人之力，幫助

其他清寒貧農。攝影

／江相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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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3月24日，緬甸聯絡處負責人返臺，向上人報告會務，如今

因慈濟稻種發放，農民成為慈濟志工的人數，分別是在丹茵鎮有

一位受證慈誠，另外在岱枝縣的瑞那滾村有一位培訓慈誠、五

位見習志工，在德巴村則有十三位見習志工。「日存五毛錢、日

存一把米的居民，都是發展緬甸志業的關鍵力量。」上人期勉慈

濟人把握這分善因緣，培養出飽滿的慈濟種子，每一顆都能從

「一」生無量，以無量的力量去幫助無量人。

 ◆ 2018.03.04 臺中資深慈濟志工朱以德2月9日深夜往生，享壽八十二歲。本日

於臺中靜思堂舉行追思會，家屬、慈濟志工及臺中慈院職工約

五百人齊聚追悼、獻上祝福。

 ◆ 2018.03.10 慈濟印尼分會10、11日在雅加達靜思堂舉辦培訓慈委及見習慈委

精進營，學員來自全印尼十五個城巿，含工作人員共九百三十九

位；並於11日首次頒發環保志工證，予二十一位環保志工，其中

十八位來自雅加達、二位來自棉蘭，以及一位來自丹戎巴來•吉

里汶島。

  十八位受證的雅加達環保志工當中，有多位年長者，做起環保絲

毫不輸年輕人。高齡八十歲的甘淑慧，2015年與慈濟結緣，隔年

丈夫不幸離世後，就決定開始投入環保志業，每天前往離家不遠

的西雅加達區杜里戈善比環保站（Duri Kosambi），與其他志工

一起做環保，從早上八點半開始到中午十二點結束。

  做了兩年環保，讓甘淑慧學習到各種新知識，以前還沒加入環保

志工行列時，並不知道塑膠和紙張可以回收，如今走在路上，看

到寶特瓶都會撿拾回家，有時孩子會生氣地說：「連垃圾都要帶

回家！」但甘淑慧依舊堅持撿拾，因為明白垃圾可以變黃金、黃

金可以變愛心。

印尼第一座慈濟資源

回收站，2009年3月

29日在萬丹省當格朗

成立，當天志工齊聚

參與啟用典禮，並齊

心分類、整理寶特

瓶。攝影／Himawan 

Sus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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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劉萍現年六十二歲，2009年成為慈濟會員，2013年投入環

保志業。經營襪子工廠的她，每週二和週四都會抽空來杜里戈善

比環保站，並表示做環保時，不僅令她忘卻甲狀腺的病苦，還改

掉燒紙錢的惡習。

  精進研習營會場上，印尼分會副執行長郭再源呼籲全體學員，

「要向環保志工看齊。」他表示，很多環保志工們都已七十歲以

上，可能行動不便，參加活動也困難，但依然把握時間行善，其

做環保的精神令人敬佩，更值得學習與看齊。繼雅加達後，慈濟

巴淡島聯絡處也在4月7日首次頒發環保志工證予十八人。

  印尼慈濟環保志業始於2004年，在金卡蓮大愛村設置資源回收

點，鼓勵村民做好垃圾分類；2006年，開始配合金寶集團，走入

社區推動環保，志工逐戶拜訪，向民眾解說資源回收的重要；直

到2009年，才在當格朗卡丁斯彭住宅區，成立首座慈濟資源回收

站，大力推動環保工作，截至2017年底，全印尼共有二十二個資

源回收據點，約三百位志工投入環保工作。

  然而，印尼環保意識並不普及，為了加速環保工作的推動，慈濟

印尼分會2018年度以「一協一站」為落實環保目標，印尼分會除

了安排志工返臺，參加全球環保幹事精進研習會，學習資源精質

分類、如何清淨在源頭之外，更組團前往馬來西亞慈濟雪隆分會

參訪，深入了解當地環保站的設置與運作，期許能學習雪隆環保

志業推動的經驗，並帶回印尼落實推廣。

 ◆ 2018.03.11 「2017年慈濟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主題「大愛共伴有情天，

寸步鋪路護大地」，自2017年12月14日至2018年1月21日，在全臺

共舉辦二百零六場，逾十四萬人參與；臺灣以外場次於三十八個

國家地區舉辦，截至3月11日共四百三十六場，逾十七萬人參加。

位於雅加達金卡蓮的

杜里戈善比環保站，

2 0 1 1年1 2月2 5日成

立，是印尼第六個慈

濟環保站，不少志工

與民眾相約前來做資

源分類。攝影／Yuli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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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1 慈濟基金會針對培訓、受證委員暨慈誠，每年舉辦三次大型精

進日，課程涵蓋佛法精進、志業新知。本年度課程分別在3月11

日、6月3日及9月2日，在全臺十六個據點同步舉行，每次近一萬

七千人參加。

 ◆ 2018.03.11 慈濟巴拉圭亞松森聯絡處舉辦新進志工培訓活動，近二十人參

加。

 ◆ 2018.03.11 中國大陸湖南長沙、雲南昆明、福建福州、廣東深圳及上海慈濟

志工本日分別舉辦志工、見習志工研習課程，學習慈善人文及實

踐技巧。

 ◆ 2018.03.12 中國大陸汶川地震慈濟援建學校之一的朝陽慈濟學校，舉行「愛

心傳遞」愛心週捐贈儀式，捐出全校師生的愛心捐款予慈濟基金

會，幫助臺灣「0206花蓮地震」災民。

 ◆ 2018.03.12 慈濟基金會12至23日參加「第六十二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

會」，並於13日以「提升偏鄉婦女在氣候變遷可扮演之角色」為

主題，舉辦一場周邊會議，內容包含「佛教慈濟在社區推動環保

平臺」、「賦予婦女深耕社區重新肯定自我」，以慈濟在非洲、

亞洲、中南美洲等建校興學，提供就學接受教育的機會等作為實

例分享，環扣大會主題，並與其他人權組織、非營利機構等與會

者交流。另於21至23日受邀列席高峰會議，聆聽各國代表報告，

並參與分組討論。

 ◆ 2018.03.15 慈濟南非分會德本國際志工團於15至20日進行史瓦濟蘭第五十三

次跨國關懷，協助籌辦史瓦濟蘭本土幹部研習會，並於19日處理

工作證更新事宜。

 ◆ 2018.03.16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16至18日在吉隆坡靜思堂舉辦「慈青

幹部研習營」，課程以《慈悲三昧水懺》為主軸，結合時下

慈濟周邊會議分享在各地

建校興學過程，各國代表

上臺回饋，其中「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艾瑪（左

二）表示，生活在偏鄉的

女童無論貧窮貴賤都要獲

得平等待遇，接受教育及

賦予人權。圖片／慈濟美

國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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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電影《與神同行》，設計分站體驗，讓學員了解因緣果

報，進而懂得懺悔改過，來自雪隆、馬六甲、關丹及新加坡共

一百八十二人參加。

 ◆ 2018.03.17 慈濟基金會分別於17日在板橋園區、24日在高雄靜思堂、25日

在臺中靜思堂，舉辦三場「Let's go讀書趣」讀書會研習營，

由靜思精舍德傅師父講述「讀書會的重要性與思維」，並安排

各區讀書會導讀人分享如何在社區帶動與經營讀書會。三場共

一千七百一十四位學員參加。

 ◆ 2018.03.17 慈濟基金會17、18日於臺中靜思堂舉辦「2018年慈濟展布志工交

流研習營」，來自全臺及中國大陸深圳共一百四十八位學員參

加，學習展布科技應用、企劃發想、擴增實境（AR）等相關領

域知識與實作。

 ◆ 2018.03.17 慈濟史瓦濟蘭第五次本土幹部研習會，本日在慈濟社區中心舉

行，課程安排慈濟行儀、十戒分享等，由南非德本國際志工團跨

國支援，約二百五十人參加。

 ◆ 2018.03.17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3月17至18日分別於天津、福建、四川、蘇

州、北京等省市會所，舉行見習、培訓志工研習課程，內容以慈

善理念、禮儀之美為主。

 ◆ 2018.03.21 慈濟印尼巴淡島聯絡處靜思堂竣工，本日六十九位志工齊聚，

舉辦搬遷慶祝活動。巴淡慈濟會務始於2000年義診，2005年8月

17日成立聯絡點，2009年8月12日升格聯絡處，位於中溫莎C區

（Windsor Central Blok C）的舊會所，為志工謝俊波無償提供

使用。

 ◆ 2018.03.22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在加州弗雷斯諾大學廣場酒店（University 

Square Hotel）舉辦為期四天的「2018年美國人醫年會」，除了邀

桃園平鎮區團隊在板橋場

次研習營中，分享如何在

幅員遼闊的社區，帶動

與推廣讀書會之經驗，他

們選在社區宮廟成立讀書

會，也會以推廣素食方式

來接引大眾認識慈濟。攝

影／呂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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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醫界專家學者、與慈濟合作的組織代表演講，也安排各地人醫

會團隊分享，交流投入慈濟醫療服務的經驗，全美人醫會成員、

志工等共二百九十七人出席。

 ◆ 2018.03.22 日本實業家林貴裕、手島收、橋本 也等三人，本日參訪臺北新

店靜思堂，並捐款挹注「0206花蓮地震」援助行動，感謝東日本

大震災時臺灣民眾及慈濟的幫助。

 ◆ 2018.03.23 「全美英文志工精進研習會」23至25日在德州靜思堂舉辦，主題

「建立菩薩家庭」，共五十六位志工參加。

 ◆ 2018.03.23 泰國社會發展暨人類安全部（MSDHS）與泰國社會救助委員

會，在暖武里府曼通他尼國際會展中心（IMPACT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合辦「2017年泰國優良志工頒獎典禮」，慈

濟志工林雪銀獲得優良志工獎項。泰國政府定每年10月21日為

「社會福利日」暨「泰國志工日」，並表揚優良志工，2017年活

動順延至本日舉辦。

 ◆ 2018.03.23 泰國3R基金會教育中心法師一行二十人來臺，一連兩天參訪慈濟

志業體。23日至靜思精舍參加志工早會，並拜會證嚴上人；上人

期盼共同為穩固佛教精神與形象努力。

 ◆ 2018.03.24 「慈濟外語隊尋根暨研習」24至25日在花蓮靜思堂展開，共

六十五位志工參加，汲取慈濟志業新知，交流外語導覽、翻譯等

服務經驗。

 ◆ 2018.03.24 本年度第一次慈濟北區合心慈善月會在新店靜思堂舉行，大臺北

地區、桃園、新竹、澎湖及金門等地逾一千八百位訪視志工參

加；此次特邀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方隆彰老師，以助人者情緒

處理為題，引導志工幫助案家時，學習觀照自己的情緒。

 ◆ 2018.03.24 2018年慈濟北一合心區人文真善美基礎課程，分別於3月24日及4

2018全美人醫年會議

程連續四天，課程空

檔身心寬暢時，特別

安排志工上臺手語表

演，帶動所有人活動

身體。攝影／黃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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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28日在慈濟臺北東區聯絡處開課，來自大臺北及花蓮地區

約一百一十位學員參加。

 ◆ 2018.03.24 慈濟美國達拉斯分會即日起至5月20日舉辦「萬粽一心」素粽義

賣，完成一萬零六十顆素粽，募得三萬元美金悉捐慈善、國際賑

災基金。分會最初為援助墨西哥水患災民，於2004年發起活動，

爾後年年舉辦，收入用途視當時狀況而定，包粽成本均由志工自

掏腰包承擔。

 ◆ 2018.03.24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週末舉辦社區志工研習課程，24日在雲南省

昆明市，25日分別在廣西省南寧市、廣東省深圳市、南京市等地

進行。

 ◆ 2018.03.25 彰化區慈誠隊在靜思堂舉辦首次勤務研習課程，從交通指揮、消

防急救、攀爬鋁梯到除草等，針對執行勤務的安全裝備、操作步

驟及危機處理進行教育訓練，共三百一十六人參加。

 ◆ 2018.03.26 慈濟基金會邀請曾參與中正紀念堂浴佛典禮的二十八位諸山法

師，包括彌陀山寺如因法師、慈光寺聖峰法師等，參訪慈濟人文

志業中心、雙和環保教育站，了解科技傳法、慈濟志業及環保運

作狀況。

 ◆ 2018.03.26 慈濟雪隆分會受邀參加馬來西亞國庫控股旗下的哈桑娜基金會

（Yayasan Hasanah）舉辦「自然災害應對經驗交流會」，由志工

林添益代表分享慈濟賑災經驗，並展示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

床）。

 ◆ 2018.03.26 慈濟基金會本年度在全臺規劃十場「社區關懷據點志工增能課

程」，說明慈濟推動長照據點的理念及共識，並教授志工預防失

智、失能的專業知識。首場26日在桃園靜思堂舉行，爾後陸續在

高雄、新竹、彰化、清水等地展開。

慈發處職工規劃多堂

增能課程及教材，現

場教學，未來志工投

入社區關懷據點，或

活動前都可帶動大家

一起活絡身體。攝影

／林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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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高齡化社會，如何讓長者預防失智、失能，活化身體健康，

成為當今重要的課題。慈濟基金會自成立以來，從孤寡老人的

照顧、社區獨老關懷、花東長者共餐服務，乃至2015年起配合衛

福部長照2.0，廣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或配合社區發展協

會，為長者提供共餐、健康促進及環保教育等服務，對長者關懷

從未間斷。

  2018年，為了擴大社區老人長照服務，慈濟結合四大志業體、大

愛感恩科技公司、靜思人文等全面資源，並依法申請或轉型ABC

據點規模，從點、線、面，全方位投注老人福利工作。既然要深

耕長者照顧工作，提供服務的照顧者便不能不知照護老人的各項

注意事項，尤其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課程，是必須運用技巧幫助

長者活絡身體，否則不僅無法達到效果，反而恐造成傷害。

  為此，慈發處舉辦十場增能實作課程，內容包括「據點經營注意

事項」、「彈力帶教學」、「健康手指曼波」、「摺紙教學」、

「環保教具彩繪——泡泡畫」、「紓壓輕音樂帶動」等，多元且

豐富，提供參與社區關懷的志工了解帶動的技巧與方法，同時也

能知道如何規劃相關課程。

  慈發處主任呂芳川表示，對許多人而言，只是知道社區據點課

程、或樂齡課程可以延緩失智，但對其含義仍不清楚的。如同剛

才示範的彈力帶，可以規劃成一個課程，透過每次拉扯增加肌耐

力，預防身體退化。

  慈發處設計一系列相關簡報教材，製作成錄影片，隨時提供社區

使用，並設計出以環保素材製作教具的方法，一方面可以讓長者

動手腳、活絡身體，創作後可拿來運用，另一方面也是把慈濟人

文、環保理念融入其中，讓志工在推動關懷據點時沒有壓力，進

長者關懷專題增能課

程，慈發處職工教導志

工使用彈力帶，訓練肌

力學習，以利志工未來

在社區能與長者互動。

攝影／林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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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更大的信心。例如，用瓦楞紙做球棒，一般紙張來做球，

一方面安全、一方面自己做，延續物命且發揮環保概念。

 ◆ 2018.03.27 中國大陸四川省德陽巿綿竹高尊寺寂靜法師帶隊，參訪慈濟大

學、花蓮靜思堂，隨後至靜思精舍巡禮，並拜會證嚴上人。

 ◆ 2018.03.29 慈濟五十二周年慶「回歸心靈的故鄉」靜思精舍朝山活動，即日

起至5月20日止，共計辦理二十九梯次，逾一萬人參加。

 ◆ 2018.03.29 美國慈濟教育志業基金會團隊，本日前往參加達拉斯慈濟大愛

幼兒園十周年慶，並參訪歐巴馬男子學院（Barack Obama Male 

Leadership Academy ）、芭芭拉喬丹小學（Dr. Barbara Jordan 

Elementary School），了解品格教育及靜思語教學實施成效。

 ◆ 2018.03.30 「慈濟全球環保幹部精進研習會」於3月30日至4月1日在花蓮靜

思堂舉辦，來自十二個國家地區、共七百一十二位學員參加。

 ◆ 2018.03.30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於秀峰高級中學體育館舉辦「防災疏散暨收容

安置演練」，慈濟獲邀參加，動員十位志工承擔關懷、安撫災民

的任務。

 ◆ 2018.03.30 慈濟英國聯絡處一連三天在莫爾文羅德威大廳（Rodway Hall）舉

辦人文真善美營隊暨慈濟五十二周年慶朝山活動，共二十位學員

參加。

 ◆ 2018.03.30 慈濟新加坡分會2018年度第一次訪視培訓，以「訪視深度化—

腎友關懷深度化」為主題，安排家訪腎友模擬情境，讓學員即時

發揮所學，計一百八十八位學員參加。

四月

 ◆ 2018.04.01 慈濟紐約分會副執行長王萍華、曼哈頓聯絡處負責人梁翠萍受

邀，出席由紐約藏傳佛教中心、青年佛教通訊中心、時輪金剛中

心合辦的祈福法會，並代表收下捐款一萬三千餘美元，作為敘利

亞難民救助用。

 ◆ 2018.04.01 中國大陸江蘇慈濟志工於慈濟蘇州志業園區舉辦醫院志工研習課

程，了解慈濟醫療人文及醫院志工的責任與使命。

 ◆ 2018.04.03 越南平正省吉雲精舍住持福進法師等一行七人，在越南、臺北慈

濟志工陪同下參訪慈濟大學、花蓮靜思堂，並進精思精舍拜會證

嚴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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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07   慈濟基金會4月7日至6月10日分別在臺中、臺南、高雄、新北等

地，舉辦四場人文真善美通識課程，共計一千二百五十九位學

員參加。不同往年安排四次的全天課程訓練，今年為強化新進

學員實作能力，以及資深人文真善美的傳承，安排兩天一夜營

隊式課程。

  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以下簡稱「文發處」），前身為文

宣組，2003年組織調整始成立，由何日生擔任處主任，對內整合

圖文影音等單位業務，對外則整合筆耕、映像志工團隊。

  早年文化志工當中，文字撰寫者稱為「筆耕隊」，拍攝者統稱

「映像志工」，直到2003年證嚴上人期盼要「筆耕、圖像、影

視」三合一，於是文化志工跳脫「筆耕」或「映像」區分，進行

文字、照片、影像的訓練與整合，統稱「文化真善美三合一」，

到了2006年更名為「人文真善美」，承擔慈濟歷史留存、弘揚善

美訊息的重責大任。

  除了志工組織整合外，文發處2003年起推動慈濟快報，真善美志

工就地採訪、拍攝，並將圖文影作品傳回本會典藏；同時，在全

臺開辦通識課程，爾後每兩年舉辦一次，擴大對外招生人文真善

美志工，全年度分成四次上課，每次上課全天，課程多元、彈

性，主要以真善美使命、採訪禮儀等內容為主，吸引社會民眾藉

此走入慈濟。

  2018年，「人文真善美」屆滿十五周年，不以舉辦盛大活動為慶

祝，改以精進研習、自我提升為目標，籌備年度活動。

  以全臺通識課程為例，一改過往全年四次分開、全天課程模式，

採取兩天一夜的營隊方式進行，課程包含採訪、編輯等概念及實

作課，有助於學員快速建立正確觀念、技巧及增進人際互動；並

2018年人文真善美志

工通識課程，上午講

述概念，下午進行小

組實作演練，資深志

工教導學員操作攝影

機。攝影／蔡明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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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資深真善美志工駐營陪伴、傳承經驗。除了營隊期間必須完

成指定實作外，學員回歸社區後，必須實際出班，參與實作勤

務、繳交作品，才算正式結業。

  來自嘉義的張小娟，加入人文真善美文字志工已屆十五年，是一

位優秀的寫手，但參加本年度通識課程，仍覺挑戰滿滿，尤其不

同以往分次上課，作業有充裕時間慢慢做，而這次卻是上午上

課，下午馬上進行實作，尋找採訪題材、受訪人物，並要克服實

際採訪的各種狀況，團隊齊心完成作業等，她覺得這對資深的志

工來說，是一種傳承經驗的好管道；而對新進志工而言，有資深

志工的陪伴與指導，可讓他們不至於感到徬徨無措。

  此外，課程也對外開放，歡迎有興趣者旁聽，並透過六個慈濟臉

書專頁，首度線上聯播進行。慈善是慈濟的根本，因此也設計了

相關的慈善與人文紀錄課程，不少訪視志工、慈發處社工師一起

學習，了解紀錄重點，學習採訪人文禮儀；甚至三位學員遠從澎

湖前來精進，希望能將所學帶回社區，鼓勵人人出班，為社區留

下歷史紀錄。

 ◆ 2018.04.08 慈濟紐約分會2018年度第一次慈誠、委員精進日，邀請美國總

會、芝加哥分會七位志工擔任講師，課程以2017年10月美國四合

一幹部精進研習時上人的叮嚀，來自紐約、波士頓等地逾百位學

員參加。

 ◆ 2018.04.08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自2017年起推動「慈善工作坊」，由社服職

工、資深訪視志工到吉打、玻璃市、丁加奴、彭亨及吉蘭丹等據

點，傳授訪視理念、個案關懷等要點，提高訪視工作效率。本

日，團隊在太平聯絡點授課，此為第二十四站。

 ◆ 2018.04.12 慈濟紐約分會、波士頓聯絡處四位志工，出席在基督教救世軍麻

聆聽完講師課程後，

接下來分組實作，高

雄分會精進組志工特

別配合人文真善美課

程，提早讓大家體驗5

月浴佛的採訪實作。

攝影／王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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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區總部舉行的「希望與援助高峰會」，和當地急難救助組織進行

交流，了解彼此架構、資源、賑災經驗等訊息，以建立互動網絡。

 ◆ 2018.04.12 慈濟南非分會「深入本土志工專案」14至22日進行第二十七、

二十八次下鄉訪視，志工分成兩組，一組走訪喬治、威廉王城及

伊莉莎白港，一組前往貢布；其中，貢布地區為第六次關懷，相

距上次時隔九個月，此行不只在醫院急診、基督教堂舉行愛灑，

更為本土社區供食點募得價值二千鍰的食材。

 ◆ 2018.04.14 慈濟基金會於14日在臺中靜思堂、28日在桃園靜思堂，各辦理一

場防賑災研習會，加強職工及志工防災、賑災理念，並熟習合心

防災協調中心防賑災運作，逾二百八十人參加。 

 ◆ 2018.04.14 北區慈濟志工規劃以回收寶特瓶製作2018年中正紀念堂浴佛大典

中獻供用的燈湯花，本日在三重志業園區舉辦製作種子培訓課，

約四百位志工齊聚，學習環保蓮花、燈座及湯座的製作方法。

 ◆ 2018.04.14 慈濟臺南分會舉辦新進醫院志工職前教育訓練，邀請大林慈院林

名男副院長、范文林等數位醫師、資深志工黃明月，及成大醫院

社工師褚秋華等人授課，約二百五十人參加。

 ◆ 2018.04.15 慈濟培訓委員、慈誠靜態課程，每月一次，由各區自行舉辦，其

中嘉義、臺南本月課程，結合訪視初階研習，邀請訪視志工與

會。嘉義場次共一百三十人參加，上午主講訪視概念，下午由訪

視志工帶領實際到案家關懷；臺南場次有二百三十七人參加，訪

視志工以話劇等方式說明訪視理念，並分組與培訓學員互動交

流，分享訪視經驗。

 ◆ 2018.04.15 慈濟北區第二合心區四合一幹部研習於新店靜思堂展開，學員為

互愛、協力組隊長，和氣組隊長擔任隊輔、合心組隊長承擔工作

團隊，逾八百人參加。此次是為延續3月「大北區合心共識研習

營」的感動，北二合心區特別就法脈宗門及四合一架構之運行安

排的精進課程。

 ◆ 2018.04.15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本年度慈誠委員精進日暨培訓與見習委

員慈誠課程，3月開課，本日第二次課程以分站方式呈現主題內

容。分會繼2017年精實管理課程後便致力組織優化，培訓課程一

改過去靜態、單向授課方式，今年度增加動態、雙向互動，並以

電子回饋單收集學員建議。

  慈濟馬六甲早期志工，如同臺灣和各國緣起發展，多是透過人

脈介紹慈濟接引進來，因未有培訓制度，所以是透過共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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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會、精神研習會等學習，了解慈濟。直到臺灣1995年陸續成立

「培訓組」，建立起慈濟委員見習、培訓及推薦受證制度，隔年

7月馬六甲旋即仿傚，以一日精進研習的集訓方式開辦委員培訓

課程；1997年12月25至28日首辦幹部研習營，全馬共兩百一十四

名志工參加。

  1998年8月11日，臺灣慈濟宗教室頒佈「海外委員推薦辦法及海

外新進委員培訓辦法」後，2001年起馬六甲本地委員見習及培訓

規範、課程辦理有了系統性的規劃，馬來西亞中南部（吉隆坡、

關丹、芙蓉、淡邊、麻坡、居鑾、哥打丁宜）及東馬（沙巴、砂

拉越）志工，定期到馬六甲參加為期一天的系列培訓課程。

  除了靜態課程，見習、培訓委員必須遵守「慈濟十戒」，去除不

良習慣；動態實務課程則要實際體驗社區志工服務、學習勸募啟

發人人愛心、招募會員。志工經歷兩年見習、培訓，最終達到受

證標準。

  多年來，培訓課程設計都以靜態、單向授課的方式為主，直到

2017年11月底，李玉珍老師為慈濟基金會主管傳授的精實管理課

程，啟動了馬六甲分會「持續改善作業流程」的契機，並經過討

論與分析，李老師點出培訓課程的設計與帶動方式，會直接影響

志工對內容的吸收、理念的建構，故應檢視現有的培育方式，以

貼近需求。

  於是，分會志工幹部在具有師資培訓經驗的講師顏麗英（慮

諄），以及富有實務經驗的范靄君（慮靄）帶領下，短短一個半

月進行逾十次會議，找出培訓課程的現況問題加以分析，進一步

制定出解決方案及執行計畫，並自2018年2月開始逐步落實改善

方案，增加動態、雙向互動的培訓課程。

馬來西亞馬六甲見習

培訓課程，本年度起

做了大幅調整，時

間、內容彈性，學員

上課更加專注。攝影

／楊秀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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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份第一次的慈誠委員精進日暨培訓與見習委員慈誠課程，是

優化的第一步。除了課程內容的改善，更是第一次以電子回饋單

的方式收集學員的課程心得與建議，減少紙本作業。

  學員們對第一次的課程報以正向回饋，4月的第二次培訓課程更

是獲得不少好評，例如「整個活動有連貫性」、「講師有將主題

扣回慈濟的使命、願景與核心價值，這樣做很好」；又或是從芙

蓉開車遠道而來的志工表示，課程變得靈活互動，時間也調整成

九點到四點，在時間的運用上更為精進且有效率。尤其還有學員

回饋，希望以後課程都以此類有啟發性方式進行，不只自己會持

續踴躍參加，也會邀約更多人來參與。點滴正面的回饋，讓培育

團隊自信倍增，鼓舞團隊更加用心規劃所有活動課程，以貼近需

求，讓慈濟理念、人文能切實傳進人人心裡。

 ◆ 2018.04.15 慈濟巴西聯絡處成立葡萄牙文教學班，教導慈濟華人志工葡

語會話，以改善在參與活動時，和巴西志工、鄉親間溝通不

良的窘境。上課時間為每月下鄉義診後，下午四至六點於會

所進行。

 ◆ 2018.04.17 印尼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ahdlatul Ulama）主席賽尹德先生等一

行十三人，17、18日在九位印尼及臺灣慈濟志工陪伴下，參訪臺

北慈濟醫院、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內湖環保教育站、慈濟大學，

最後至靜思精舍巡禮，了解慈濟志業發展現況。

 ◆ 2018.04.17 慈濟美國總會與醫療基金會及北加州、新澤西、芝加哥、德州分

會執行長等人，在全球志工總督導與臺灣本會宗教處職工的陪伴

下，展開五天的馬來西亞會務交流，參訪雪隆、馬來西亞分會，

並了解、學習其志業發展與行政運作等經驗。

見習培訓課程增加了

雙向互動，慈濟委員

陪伴學員一起話家

常、玩小遊戲，從中

體會團體合作、默契

建立，進而了解慈濟

緣起精神。攝影／黃

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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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18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下議院副議長 Mr. Thomas George等一行三

人，本日在臺灣外交部人員陪同下，參訪臺北巿內湖慈濟環保

教育站、大愛感恩科技公司，讚賞環保回收、回饋社會公益的

付出。

 ◆ 2018.04.20 慈濟基金會舉辦「洗錢防制暨反資恐與非營利組織有關法令與

實務」教育訓練，邀請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諮議何凱婷主

講，本會處級以上主管，以及海外事務、財務等相關職工逾

四十人參加。

 ◆ 2018.04.20 日本宮城縣東松島市觀光行銷代表成澤伸幸先生，是2011年東日

本大震災的受災戶，此次來臺洽公期間，特安排參訪高雄靜思

堂，感謝臺灣、慈濟對家鄉的援助。

 ◆ 2018.04.21 慈濟基金會外語隊於新店靜思堂舉辦四大八法精進研習會，來自

臺北、桃園、臺中、高雄、花蓮及馬來西亞等地共逾百位學員與

工作人員參加，課程全程以外文進行，研習會在大愛廳開營後，

英文組留在原地進行課程，日文組移至其他場地各別進行共修。

  日語組志工共有三十四位，人數雖不多，但隨著日本旅客來臺

增加，如何在他們參訪各地志業體或靜思堂時，以流暢、易懂

的日語接引最為重要，因此特別邀請從日本遠嫁來臺的黑川

章子老師，以日本人的立場教導學員「如何利用日文介紹慈

濟」，並表列出慈濟語彙的中日文對照，深入淺出地解說如何

在翻譯時用簡明易懂的文字及文法連結，讓日本人更能聽得

懂，進而引發興趣。

  英文組學員逾百人，包括來自馬來西亞的五十四位志工，課程除

了安排資深慈濟志工擔任講師外，也邀請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

文、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慈濟大學副校長劉怡均、大愛感

慈濟外語隊一年一度

精進研習營，邀請慈

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

文，全程英文分享慈

濟永續發展的經營模

式與概念。攝影／林

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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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科技公司職工楊俊翔等人，全程以英文分享各志業發展現況，

讓學員深入了解各志業精髓，進而明白外語隊志工的方向與所承

擔的使命。

  此次，五十四位馬來西亞英文組志工，把握來臺機會，自4月20

日抵臺後隨即展開尋根參訪行程，實際走訪內湖環保教育站，

參與分類實作，21日圓滿一日精進研習後，翌日馬不停蹄趕赴花

蓮，在靜思精舍進行為期三天的朝山、出坡及精進共修，熟習佛

法儀軌、志業新知，以及靜思法脈的起緣與意涵。25日結束行程

返國。

  慈濟基金會1985年在美國加州成立海外第一個據點，1991年開啟

國際賑災行動後，志業活動逐漸遍及各地，並廣設海外據點。慈

濟邁向國際化，海外志工返臺尋根、國際人士參訪慈濟、急難賑

災及跨國醫療合作等，極需對國際事務、文化及語言有所專研的

外語人才，把佛法精髓、上人理念及慈濟志業精神、發展方向傳

遞予國際人士明瞭，於是1992年「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外語隊」

正式成立。

  慈濟發源於臺灣，上人開示主要以臺語、國語為主，而海外志工

要聽懂上人的法，必須透過翻譯，幸運的話只需翻譯一次，但有

些國家卻需要翻譯二次以上，先翻譯成英文再翻成第三種語言，

如此轉譯難免會出現語義上的疏漏，導致聽者誤解其真實義。因

此，上人期許外語志工必須深入了解四大八法，才能藉以多國語

言的良能，承擔起傳法的責任與使命。

  因此，為了精實外語人才能力，以及對靜思法脈、慈濟宗門的了

解，除了定期共修外，外語隊自2010年起每年舉辦一次四大八法

慈濟志工杜張瑤珍

（左）是花蓮慈濟醫院

第一任已故院長杜詩綿

的夫人，更是慈濟日語

期刊翻譯要角，每次外

語營隊幾乎不缺席，學

員也趕緊抓住機會請教

如何用日文介紹慈濟。

攝影／林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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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顧名思義課程環扣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

以及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境保護、社區志工等八大法印為主

要內容，邀約資深慈濟志工、各志業體主管全程以外文進行解

說，並融會佛法與上人理念，讓外語隊志工藉此精進，以達不論

翻譯、口譯、導覽都能更加精準確實，也讓外語系的海外志工藉

此更加契入佛法與志業的核心。

 ◆ 2018.04.21 慈濟北區醫院志工基礎研習課在桃園靜思堂舉辦，近六百人

參加。

 ◆ 2018.04.21 慈濟印尼分會21、22日在靜思堂舉辦大愛義賣園遊會，為印尼慈

濟綜合醫院籌募建設基金，逾二萬三千名會眾響應。

 ◆ 2018.04.21 新加坡慈濟志工一行三十六人，在安寧療護機構托福園（Dover 

Park Hospice）為癌末培訓委員葉雅仙舉辦「佛到家、福到家」

浴佛活動，並圓滿她皈依三寶的心願。

 ◆ 2018.04.21 慈濟北區第八聯區於三重志業園區舉辦醫院志工基礎研習課，內

容有醫院志工緣起、門診應對、自我保護等，共三百三十九位學

員參加。

 ◆ 2018.04.21 慈濟大中區訪視、公傳暨人文真善美研習共修，在臺中靜思堂舉

行，來自中區、南投、苗栗、港區、沙鹿、彰化共七百二十九人

參加。

 ◆ 2018.04.21 慈濟緬甸聯絡處舉辦慈青研習營，包括慈青、慈濟助學生、福

種計畫受惠農民志工的孩子，以及慈青邀約的同學和朋友，共

八十六人參加。

 ◆ 2018.04.21 慈濟高雄分會舉辦本年度高屏醫院志工進階訓練課程，邀請臺中

慈院護理長黃美玲、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護理長江孟冠，分享志工

在病患生命末期陪伴的角色，以及關懷照護經驗，共五百九十位

學員參加。

 ◆ 2018.04.21 中國大陸遼寧慈濟志工舉辦人文真善美培訓課程，學員分組學習

拍照、文字撰寫、錄影等技巧，並進行實際操作。

 ◆ 2018.04.24 臺北巿政府災害救助研習班五十位學員，於慈濟內湖聯絡處，觀

看慈濟急難救難隊的演練過程，了解慈悲科技的救災動能與實際

應用，以評估未來防賑災合作的方向。

 ◆ 2018.04.26 新加坡慈濟人醫會醫師林文豪，榮獲國立保健集團頒發「仁心

獎」。過往曾獲該獎的人醫會成員，尚有章愛玉、周來好、王秋

鳳和林金燕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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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27 慈濟基金會受邀出席內政部主辦的「0206花蓮震災感恩與回顧—

—搜救經驗分享」研討會，並與其他參與搜救的政府單位及民間

組織一同接受表揚。

 ◆ 2018.04.28 慈濟臺南區公傳暨四合一幹部研習共修在臺南靜思堂展開，屏

東、嘉義、臺中、臺南共二百三十位學員參加。早年因花蓮慈

濟醫院籌建應運而生的「公關志工」，2017年元月更名為「公

傳志工」，期能善用科技加深傳法的力道，隸屬花蓮本會公傳

處陪伴。

 ◆ 2018.04.28 慈濟北區醫院志工進階研習課在新店靜思堂舉行，來自大北區八

個聯區和桃園、新竹區約一千五百位志工參加。

 ◆ 2018.04.29 臺灣中區慈濟人醫會邀請消防署緊急醫療救護教官馬志忠授課，

說明心肺復甦術（CPR）、心臟電擊去顫器（AED）操作並進行

演練，強化醫護團隊急救技能。

 ◆ 2018.04.29 慈濟柬埔寨聯絡點於新會所舉辦志工培訓，主題為醫療志業與義

診默契，課程由新加坡、柬埔寨培訓組共同規劃，計三十位學員

參加。

 ◆ 2018.04.29 桃園市中壢區慈濟志工在永福社區發展協會支持下，在永福公園

活動中心舉辦社區浴佛活動，約二百位里民及志工參加。

 ◆ 2018.04.29 慈濟高雄分會在靜思堂舉辦環保志工精進聯誼，分享環保新知、

宣導安全等，高雄、屏東共九百七十一位環保志工參加。

 ◆ 2018.04.29 慈濟慈善志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於國立清華大學創校107週

年暨在臺建校62週年校慶獲頒傑出校友，並分享自身經驗。

 ◆ 2018.04.29 歡慶慈濟五十二周年，及慈濟印尼志業推動邁入第二十五

年，慈濟印尼分會本日舉辦朝山，共三百七十二人參加；另

於4月29日、5月5日舉辦《無量義經》共修；5月9日與棉蘭支

本土志工把握因緣，

在星期天參與培訓課

程，並於午齋時刻，

學習行堂、唱誦供養

歌等佛門儀軌。攝影

／陳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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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步連線臺灣靜思精舍，參與《藥師經》共修，兩地共逾

二百人與會。

 ◆  2018.04.29 慈濟五十二周年慶系列活動，延續2017年度歲末祝福主題，倡導

「大愛共伴有情天」，人人長養慈悲心，伸援苦難眾生，也學習

尊重生命，齋戒茹素護生；而「寸步鋪路護大地」，如同環保志

工彎腰護大地，為疼惜志工與大地，加強宣導「清淨在源頭」，

不讓垃圾進環保站，充分發揮環保教育的良能。

  系列活動當中，除了三節合一浴佛慶典、《法華經》與《藥師

經》共修，平時茹素推廣外，今年特別規劃「環保三變淨土」的

推動，包括個人環保生活、「清淨在源頭」家庭宣導，以及環保

站的「三變淨土」。

  「三變淨土」緣自於《法華經．見寶塔品第十一》，詳述佛陀為

供養多寶塔，眉間放光遍照東方萬八千土，召集十方分身諸佛，

並以神力三度將娑婆穢土變為清淨國土。上人解說，三變淨土意

謂三乘歸一，轉小乘、中乘而歸於大乘菩薩道，意謂融通所有道

理，正如慈濟志工在各地各司其職、發揮良能，都源於同一個

法、歸於同一個精神理念，而志工推動環保，誓言將大地變為淨

土，其願有多大，淨土即多廣多深。

  環保站平日回收分類、延續物命，是為「初變」；在各環保站舉

辦浴佛，典禮前動員大掃除，使之變成清淨地，邀眾浴佛淨心，

是為「次變」；最後，時刻大力宣導清淨在源頭觀念，依教奉行

忍痛教育，進站前先清除垃圾，維護環保站潔淨，同時也是保護

環保志工的安全，即是「三變」。

  響應「三變淨土」之呼籲，4月29日至5月25日，全臺共有二十八

桃園市中壢區慈濟志

工為迎接即將舉辦的

慈濟五十二周年慶浴

佛活動，把月眉環保

站裡裡外外打掃乾

淨，並布置成浴佛場

地。攝影／溫巧好



150

52
個慈濟環保據點舉辦浴佛典禮，逾三千人參加，其中花蓮中央路

環保教育站、臺南東山環保站及臺中巿太平區長安環保教育站都

是首次舉辦。

  長安環保教育站5月6日第一次舉辦浴佛活動，事前便大動員儘快

完成回收物分類，並裡外做了一次大清洗。浴佛當天，慈濟志

工、環保志工及鄰里民眾近二百多人齊聚一堂，誠心繞佛繞法，

共沐佛恩。鄰居朱先生驚歎慈濟志工的動員力與毅力，環保站始

終維持乾淨，志工不論風雨堅持回收分類，而今天到環保站，原

有許多的回收物收拾得乾乾淨淨，加上莊嚴的佛號聲令心靈感到

平靜。

  臺南柳營慈濟志工4月28日利用晚間家訪與減塑宣導，還號召

社區志工進行二次大出坡，讓柳營環保站變身莊嚴的「浴佛道

場」，成就了5月5日逾一百五十位會眾淨心浴佛的地方盛事。

  環保站的「三變淨土」宣導，透過浴佛大典，接引社區民眾，藉

由實際踏入環保站，進而體會環保工作的重要性，從自己生活做

起，響應垃圾減量，清淨在源頭；而對慈濟志工而言，一切才是

剛起步，接下來朝向持續落實「三變淨土」，徹底讓垃圾不進

站、資源分類好，並做好環保教育與宣導。

 ◆ 2018.04.30 慈濟五十二周年慶，靜思精舍即日起至5月7日舉辦《法華經》共

修，全球計十五個國家地區、三百七十九個據點，逾六萬三千人

次透過視訊連線，同步精進。

 ◆ 2018.04.30 慈濟新加坡分會即日起至5月7日舉辦《無量義經》、《法華經》

共修，共五百一十四人次參加；5月9日舉辦半日精進，連線臺

灣靜思精舍同步共修《藥師經》，計九十七人與會，齊慶慈濟

五十二周年。

響應證嚴上人環保站

「三變淨土」之呼

籲，花蓮市中央路慈

濟環保教育站首辦浴

佛儀式，邀請環保志

工、社區會眾共沐佛

恩、為眾生祈福。攝

影／鄭啟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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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 2018.05.01 歡喜迎接慈濟五十二周年慶，慈濟雪隆分會繼2017年後，二度於

吉隆坡靜思堂舉辦朝山活動，不同往年，今年特別採內、外場

同步進行，遵循三步一跪拜，全程三百二十四步，共計一百零八

拜，約一千八百人共襄盛舉。

  慈濟雪隆分會2014年遷入落成的吉隆坡靜思堂，各項會務也改在

靜思堂運作。緣於志工、會員人數與日俱增，朝山參與人數逐年

攀升，2018年雪隆分會兩場靜思堂朝山活動，改為內場、外場同

步進行，內場朝山以法華坡道為起點，循序而上，以講經堂外的

佛二為終點；而外場朝山起點則在警衛室外圍，並以靜思堂玄關

為終點，繼而唱誦佛號分批進入講經堂、國議廳及感恩堂。

  朝山方式的改變，使貼地標之工作變得極為複雜。為了使朝山隊

伍整齊有序、跪拜間隔的步伐一致，地標組召開多次討論會議，

並特別提前於4月13日到靜思堂進行事前準備工作。

  對地標組而言，今年朝山隊伍最大的考驗是法華坡道兩側的跪拜

定點，尤其在坡道的轉角處，若前後者跪拜間距、轉角弧度大小

等沒有掌握得宜，輕者隊伍顯得散亂無序，重者恐讓朝山者撞在

一起受傷。另外，朝山動線也比往年複雜，因須經過階梯，在步

入文化廳後，又要分成東西兩班往法華坡道前進，因此地標組不

斷重覆測量一次朝山的時間、各條動線分置等，慎重貼妥地標，

以確保當天朝山時隊伍能整齊有序，維持莊嚴道氣。

  5月1日清晨六點四十五分，兩支朝山隊伍伴隨佛號聲，三步一

拜，分別由法華坡道及警衛室外圍邁入靜思堂。在朝山隊伍中，

不乏一家扶老攜幼的民眾前來參與，其中年紀稍長的志工與會

眾，雖身體無法負荷一路跪拜，或需依靠枴扙前進，但仍走完全

程，展現恭敬、虔誠心。

慈濟雪隆分會首次分

內、外場兩條動線同

步朝山，內場以法華

坡道為主動線，外場

則以靜思堂前道路為

主，眾人虔誠三步一

跪。攝影／李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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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參加朝山的八十歲史譚華婆婆，膝蓋疼痛、雙腳無力，無

法三步一跪拜，但卻因能堅持走到終點而感到欣慰。史婆婆二十

多年前接觸慈濟後，便成為慈濟會員，編號七百四十七號，當時

也投入環保，而這次志工到家裡慰訪、邀她參加朝山時，毫不猶

豫答應報名。史婆婆深知自己年紀大、體力差，更把握現在的體

力尚可，所以不想錯失這次朝山機會。

 ◆ 2018.05.01 歡慶慈濟五十二周年，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於佛教慈濟教育中心舉

辦朝山法會，約千人參與。

 ◆ 2018.05.02 行政院首部「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發表會本日召開，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代表與會，並於7日處主管會議中進行

分析說明。

 ◆ 2018.05.04 臺南市東山慈濟環保站首次舉辦浴佛典禮，藉此接引更多人認識

環保站，共二百零六人參加。

 ◆ 2018.05.04 桃園慈濟志工推廣社區浴佛別具巧思，首次將小型環保車改造成

行動浴佛車，本日開至三民里活動中心前，邀約鄉親浴佛。另也

曾開到虎頭山公園、永和巿場等地，向路過民眾宣傳浴佛。

 ◆ 2018.05.04 慈濟緬甸聯絡處於岱枝縣瑞那滾村慈濟簡易活動中心，為米撲滿

會員舉辦一場浴佛暨孝親活動，來自十四個村莊、共七百三十人

參加，並將自己日存一把米全數捐出，累計七百二十八公斤。

 ◆ 2018.05.05 慈濟北區大愛媽媽及靜思語教學種子老師，一共七百四十四人齊

聚三重園區展開研習，針對品格教育、食品安全、醫學普通知識

等議題進行研修學習。

 ◆ 2018.05.05 慈濟新北市新泰聯絡處舉辦浴佛暨孝親感恩會活動，並邀請盲人

重建院許啟民老師講解穴道按摩技巧，共有志工二百五十七人、

鄉親四百三十五人參與。

 ◆ 2018.05.05 慈濟基隆聯絡處舉辦浴佛活動，計五百二十九人與會；其中，來

史譚華婆婆是相當早

期的慈濟會員，雖然

近年身體狀況不太理

想，但仍全程參與浴

佛，把握因緣機會。

攝影／黎日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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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七堵的陳質毅在家人陪伴下，特來感恩2016年自己在薩爾瓦多

病危時，當地與臺灣慈濟志工接力關懷，臺北慈院團隊更多次到

府探視，一路陪伴迄今不停歇。

 ◆ 2018.05.05 慈濟美國長島支會首次舉辦朝山祈福活動，計四十八人參加。

 ◆ 2018.05.06 歡慶慈濟五十二周年，慈濟屏東分會舉辦朝山活動，近六百人與

會。另外，彰化分會朝山活動則有約五百六十人參加，活動後舉

辦《法華經》共修，以及邀請約旦慈濟志工陳秋華主講一場心靈

講座。

 ◆ 2018.05.06 高雄市湖內區慈濟志工第一次在正意慈濟環保教育站舉辦朝山

暨孝親感恩活動，朝山有一百九十八人參與，孝親活動則有

六百二十四人參加。

 ◆ 2018.05.06 桃園龍潭慈濟志工首次在龍潭中正路高速公路橋下舉辦浴佛典

禮，逾四百位社區民眾、慈濟志工參加。

  行經桃園巿龍潭區的國道三號高速公路，為高架橋形式，橋下規

劃成為休閒園區，提供民眾運動休憩使用，是不少家長帶孩子散

步、青少年打籃球、社團練舞的好去處。但在高速公路橋下舉辦

浴佛大典，可謂是全臺首例。

  浴佛發起人徐秉謙，本身是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慈警

會）幹事，認為行善、行孝不能等，發願要辦一場中大型浴佛，

廣邀龍潭的社區民眾參加，並與志工們同心協力圓滿這場盛事。

  高速公路橋下屬開放性空間，四周寬闊，無牆面阻隔視野，以致

浴佛舞臺勢必也要夠寬敞，才能讓整體空間顯得莊嚴得宜，加上

橋下淨高達六公尺，種種困難考驗著慈濟志工的智慧。為了讓舞

臺「宇宙大覺者」布幔，能展現慈悲俯視眾生的感覺，請來急難

救助隊的窗口邱創寶及隊員協助，搭起鷹架後才完成懸掛工作；

接著，志工從環保站載來的鐵油桶平鋪地面，將木質合板蓋在油

慈濟志工首次在國道

三號高速公路龍潭中

正路橋下舉辦浴佛大

典，場地佈置從無到

有，連地面鋪設都費盡

心思。攝影／簡永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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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上，用螺絲釘鎖住固定，再鋪上綠色地毯，浴佛舞臺從無到

有、就此誕生。

  浴佛當天，由釋果開法師帶眾虔誠禮佛，除了社區民眾外，也有

多位徐秉謙努力邀請的警察參與。果開法師表示，慈濟浴佛儀

軌，莊嚴令人攝受，讚揚慈濟志工的用心規劃。

  第一次參加慈濟浴佛的龍潭區區長鄧昱綵，更是有感而發地表

示，在一週忙錄工作當中，今天特別感覺到祥和，最受到感動的

是，高速公路橋下的開放空間，經過慈濟志工用心規劃、主持人

醞釀的氣氛、音樂的節奏，變得非常莊嚴，感受到心境的寧靜。

  浴佛結束舉行孝親奉茶，有的子女為雙親奉茶，也有的是子孫三

代一起為長輩奉茶，帶動傳統的孝道精神，現場充斥著溫情、感

動、笑聲，以及親子間的擁抱畫面，令人忘卻頭頂上竟是車水馬

龍的高速公路。

 ◆ 2018.05.06 慈濟汶萊聯絡點舉辦浴佛及孝親活動，志工帶動會眾子女為母親

浴足，感念親恩，近八十人參加。

 ◆ 2018.05.06 慈濟美國總會受邀參加內陸河谷多宗教網路（The Inland Valley 

Interfaith Network），在拉文大學（University of La Verne）舉辦

的首屆年度宗教間會議，介紹佛教及證嚴上人的慈悲理念。

 ◆ 2018.05.08 慈濟紐西蘭分會接受奧克蘭巿政府之邀，參加歐塔拉區和帕帕

托伊托伊區地方董事會舉辦的「多元化議程論壇（the agenda of 

Diversity Forum of Otara-Papatoetoe Local Board）」，介紹慈濟緣

起、四大志業，以及在當地的志業足跡。

 ◆ 2018.05.09 慈濟基金會無償將苗栗園區一千八百平方公尺土地，提供給苗栗

市政府拓寬道路，以保障居民及用路人的安全。本日通車。

 ◆ 2018.05.09 慈濟五十二周年慶，菲律賓分會分別於靜思堂、奧莫克慈濟大愛

村舉辦朝山活動，共近一千二百人參加。

龍潭中正路高速公路

橋下空間空曠，特別

請來急難救助隊員協

助搭鷹架，完成「宇

宙大覺者」布幔懸

掛，讓浴佛氛圍更顯

莊嚴。攝影／簡永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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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11 中國慈善聯合會於四川省成都巿舉辦「震災十年，致敬汶川——

社會力量救災論壇」，由慈濟慈善志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率領

團隊，包括執行長辦公室副主任王運敬、宗教處職工鄭佐弘及莊

雪吟，以及財務處職工王藝蓉等一行五人前往參加。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發生強震，造成嚴重傷亡，災後各

界愛心湧入，全力救災賑災。慈濟基金會在災後第一時間投入賑

災，並依「安心、安身、安生」目標，分別規劃初期急難關懷、

中期安頓身心，以及長期重建生活三大階段。

  在初期急難關懷階段，慈濟志工災後五十小時陸續趕抵重災區，

十七梯次賑災團用愛接力，煮熱食、醫療援助、緊急物資發放

等，合計供餐超過八十一萬份、義診四萬五千人次、提供一萬

九千戶急難生活物資。接著，持續五年舉辦冬令發放惠及近十五

萬人次，並援建可用三年以上的簡易教室、簡易住房及社區服務

中心，同時也發放逾一萬五千份助學金。

  最後的長期重建階段，以災區重建為目標，在綿陽、德陽、成都

及雅安市援建十三所中小學，並為德陽中江縣的富興鎮光明村

九十一個受災家庭援建永久住房。從第一天動員開始，截至2015

年1月15日，近六萬人次的慈濟志工自掏腰包、向公司請假，自

發前往災區投入。

  汶川災後迄今十年，慈濟依舊關懷、陪伴不曾停歇，帶動社區民

眾、接引本地志工加入慈善與環保行列，而今在什邡慈濟洛水服

務中心、金堂慈濟環保教育站，總是人潮來來往往，許多民眾、

學子以實際行動守護地球。其中，慈濟援建學校之一的洛水慈濟

小學，校園內更不見垃圾桶，每位學生都有一只綠色環保袋來裝

不可回收的垃圾，而回收物則放入藍色桶子，從一到六年級生個

個都知道如何分類，甚至還會影響、帶動家人一起做環保。

  此外，慈濟基金會於2010年4月在成都市金堂縣淮口鎮，成立

「成都大愛感恩環保科技有限公司」，5月在什邡工業園區設立

「什邡大愛感恩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這是一家集人文、環保、

教育、回收、處理為一體的綜合環保科技公司，不以營利為目

的，結合資源回收再利用技術，結合慈濟在全球推動環保的經

驗，推廣環保教育。其中，成都的公司更自2017年起，製作以寶

特瓶回收再利用的環保織品，目前當地冬令發放的環保毛毯皆出

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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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家公司的職員，多為地震受災或當地居民，他們無需外出打

工，即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照顧家人，孝敬父母、陪伴孩子成

長，同時了解、學習環保知識。這也是慈濟秉持賑災「三安」原

則中的「安生活」，災後當人們生活慢慢穩定後，可以有穩定工

作及收入，安心照顧家庭，並且學習環保知識，在生活中落實愛

護大地的行動，可謂是一舉數得。

  時逢汶川大地震將屆滿十周年，中國慈善聯合會連袂多家慈善、

企業機構共同舉辦「社會力量救災論壇」，主要探討在減災、防

災、救災工作中，如何建立官方與民間協作機制、加強社會組織

能力建設等議題。

  顏博文執行長認為，因為慈濟在國際賑災方面較有經驗，所以這

次大會主題環扣在國際救災及民間參與，提供慈濟一個非常好的

發揮機會與空間，一方面可以分享慈濟經驗，另一方面可以學習

到其他單位如何整合民間力量，再加上專家學者所彙整的建議方

向，可作為慈濟未來整合各界資源參考用，提高救災效率。

  在整場論壇期間，顏博文執行長代表慈濟發言，分享證嚴上人創

辦慈濟的緣起與理念，也說明慈濟永續發展的願景，呼籲人人要

重視全球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災難警示；王運敬副主任也分享慈濟

在川震十年，以及國際賑災的點滴足跡。

 ◆ 2018.05.12 臺北市大同區慈濟志工在大同靜思堂舉辦啟用後首次朝山暨浴佛

活動，近四百人參加。

 ◆ 2018.05.12 慈濟桃園分會連續第二年在桃園市政府府前廣場舉辦浴佛典禮，

約一千七百人參加，並為敬鵬工廠火災殉職的消防人員祈福。

 ◆ 2018.05.12 慈濟加拿大西多倫多聯絡處、北多倫多聯絡點，本日晚間連線臺

灣花蓮靜思堂，同步舉辦浴佛典禮，約二百九十人參加。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

博文在「社會力量救

災論壇」上代表發

言，分享證嚴上人創辦

慈濟的緣起與理念。圖

片／莊雪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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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基金會為了慶祝國定佛誕節暨母親節，以及全球慈濟日三節

合一，自2006年起首度舉辦全球同步浴佛大典，爾後年年辦理，

各國慈濟志工就地同步舉行，並融入當地志業發展的特色，向人

人弘揚佛教、介紹慈濟、宣導孝親。

  本年度，慈濟成立屆滿五十二周年，依例於5月第二個星期日，

即5月13日這天盛大舉辦「佛誕節、母親節、慈濟日」三節合

一浴佛典禮，全球計四十個國家地區，共辦五百八十六場，逾

二十五萬人參加。

  全球首場浴佛大典，清晨6時許在花蓮靜思堂展開，由證嚴上人

親自引領約三千五百人靜心浴佛，感念佛恩、親恩、眾生恩，也

為天下眾生祈福，參加人員除了慈濟四大志業體主管暨職工外，

還邀請「0206花蓮地震」救難人員、受災鄉親共同參與。同時，

透過現場直播，泰國、加拿大等地慈濟據點克服時差問題，同步

無秒差浴佛。

  緊接著，全臺各地浴佛活動相繼展開。在北臺灣，最為隆重

的場次，便是中正紀念堂兩場浴佛，由來自各道場、寺院的

三百五十七位法師，帶領逾二萬五千人共沐佛恩，其中不乏政

府官員、外交使節、各國人士等，藉由參與浴佛儀軌，了解佛

教精神。

慈濟2018年度三節合

一浴佛典禮，5月13日

全球同步舉行，首場

在花蓮靜思堂率先起

跑，浴佛臺中間布置

「水立方」，提醒人

人要惜水如金。攝影

／徐政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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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臺灣，慈濟高雄分會依慣例在靜思堂舉辦浴佛典禮，並首

次將戶外道路納入規劃，由三十位諸山長老領眾浴佛，其中

來自越南、印尼、中國大陸、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六國逾

一百五十位新住民，身穿傳統服飾共襄盛舉。這群新住民是慈

濟岡山志業園區的新住民美容證照考照班學員，感念志工長期

的關懷與陪伴，今日特來出席浴佛活動，希望將祝福傳遞給家

人與遠方親人。

  慈濟屏東分會的浴佛典禮則是首次移師室內，於屏東縣主體育館

舉行，並與屏東縣政府共同規劃「環保蔬食慶佛誕，祈願祝禱報

母恩」，結合環保DIY、孝親奉茶、蔬食體驗等多項親子同樂活

動，以及設置千支寶特瓶組成的水立方，籲眾惜水如金。

  東臺灣的浴佛活動，除了花蓮靜思堂場次外，最為特別的是在慈

濟臺東聯絡處的浴佛典禮上，太麻里鄉香蘭村村長蕭惠明、村民

劉文祥特別帶來了收成的紅藜與產品，感謝慈濟於尼伯特風災時

的援助，以及慈濟科技大學團隊到香蘭村傳授紅藜培育技巧，協

助農民重拾生計。臺東兩場浴佛，近七百人共襄盛舉。

  此外，臺中慈濟醫院第二院區浴佛場次，有社區民眾、病患及家

屬逾六千人參加，而在彰化分別在分會、永靖環保教育站、和東

國小、南郭國小及員林市圓林園，舉辦五場浴佛典禮，其中分會

場次也有不少新住民朋友參加，而圓林園場次則是首次辦理，也

有近三千人參加。

  中臺灣浴佛場次裡，就屬大甲場次最為特殊。臺中慈濟志工提前

於5月12日在大甲體育場首次舉行夜間浴佛，來自大甲鄰近五鄉

鎮逾三千六百人參加，其中多人手持寶特瓶製成的LED環保蓮花

燈，排列「TC、52、臺灣、愛心、平安」圖案字樣，祈求臺灣

臺中慈濟志工為避免

民眾因天氣炎熱而身

體不適，今年提前於

12日舉行夜間浴佛，

邀請民眾一起感念佛

恩、父母恩、眾生

恩。攝影／顏啟烒



年
表

總
論

159

平安。慈濟自2012年起在大甲體育館舉辦大型浴佛，今年考量白

天氣溫炎熱，特改晚間舉行。

  不論北中南東，本年度臺灣浴佛還有一個大特色，便是結合環

保，透過有形佈置、無形宣導，呼籲人人愛惜水資源、重視環保

的重要性。

  在花蓮靜思堂、屏東體育館，特別設置「水立方」作品，以千支

寶特瓶象徵地球上的水資源，扣除了海水、地下水等不能飲用的

水外，僅剩一支「水立方」最底層的藍色寶特瓶，才是人類可飲

用的水，藉此宣揚惜水如金的觀念，珍愛點滴水資源。另外，在

臺北中正紀念堂設立了近兩千支寶特瓶組裝的環保地球，而在宜

蘭、臺南、臺中、大甲等地，志工利用寶特瓶製作環保燈、環保

花，資源再利用，傳達惜福觀念。

  慈濟基金會截至本日，在全臺各地共舉辦了三百七十八場浴佛活

動，不論是慈濟各志業據點、環保站，以及社區公園、活動中

心、學校，乃至巿場、高架橋下等，都化身成為莊嚴道場，逾

十五萬人參與盛會，共沐佛恩。

臺 北 中 正 紀 念 堂

「 2 0 1 8年佛誕浴佛

孝親感恩祈福會」

上，志工排列呈現

「52」、「平安」、

「吉祥」圖案，傳遞

平安吉祥的祝福之

意。攝影／廖世淙

今年臺灣浴佛極具環

保特色，志工發揮巧

思，用回收寶特瓶製

作獻供專用的環保蓮

花、燈座及湯座，並

藉由活動傳遞環保的

重要性。攝影／戴龍泉



160

52

  慈濟基金會在亞洲國家地區的「佛誕節、母親節、慈濟日」三

節合一浴佛典禮，與臺灣同步，5月13日起陸續在馬來西亞、香

港、新加坡、菲律賓、印尼、日本、約旦、柬埔寨、泰國、越

南、緬甸、汶萊、斯里蘭卡等地展開。

  除了臺灣大甲首次舉行夜間浴佛外，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今

年也提前於5月12日首次舉辦晚間浴佛，約三千人手捧心燈，

排列出「慈濟52」、「雪隆25」及大馬合心圖形，齊心祈求天

下無災難。

  在眾多亞洲國家地區當中，今年以菲律賓、印尼浴佛活動最具考

驗。慈濟菲律賓分會浴佛典禮，今年回歸志業園區舉辦，起因於

3月23日執行長帶領團隊返臺報告會務時，上人表示菲律賓志業

園區占地遼闊，期能常辦活動才能讓道場空間發揮作用。

  慈濟菲律賓志業園區2008年啟動後，年年舉辦浴佛活動，但因志

工人數逐年成長，以及為了接引馬利僅那巿的居民，2012年起改

在馬利僅那體育館舉辦，並結合臺灣援外大米發放活動。

  菲律賓團隊接獲上人期許，返菲後旋即展開籌備與規劃，然礙

於園區部份空間修繕、場地受限的情況下，5月13日浴佛分成

三場舉行，共一千二百六十九人次參加。首場以志工為主，特

選清晨6至8時在戶外與花蓮同步舉辦，接著是菲律賓語、華語

菲律賓分會今年浴

佛回歸志業園區舉

辦，首場與臺灣花蓮

同步，眾人高舉雙

手、虔誠禮讚、祈福

天下無災難。攝影／

Kinlon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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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在室內各辦一場，工作人員必須在緊湊、有限的時間

內，完成更換場地、引導接待等作業，考驗著動員力與彼此間

的默契。

  菲律賓方面，是來自內部的動員力考驗；而印尼方面，卻是來自

外在的大環境因素。本年度慈濟印尼分會暨轄屬據點，與花蓮同

日在十一個城巿舉辦浴佛，計九千八百八十一人次參加，相較

2017年減少約一成左右，主要原因是受到泗水教堂5月13日當天

發生連續爆炸攻擊事件，民眾自發戒慎，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2018年是慈濟五十二周年，也是慈濟印尼分會二十五周年，為盛

大迎雙喜，分會自年初便著手籌劃整年度慶祝活動，浴佛亦是其

中盛事之一，全印尼慈濟志工慎重以對。在十一場典禮當中，雅

加達靜思堂同往年分成兩場，有四十七位各宗教領袖參加，執行

長劉素美亦期勉大家加快腳步、跟緊上人步伐，但參加人數卻比

2017年少了近百人；其他各點亦然，人數都略有下降。唯巴淡島

人數不減反增，近千人齊聚即將啟用的靜思堂浴佛，顯示當地志

業推動有成。

  最受波及的泗水浴佛場次，預計有三百人參加，因爆炸事故發生

後，部份路段被封鎖，實際只有七十六位志工及會眾出席。雖然

參與人數不多，但仍以虔誠心繞佛繞法，浴佛祈願災禍消弭，並

為受害者祈福；活動結束後，慈濟志工立即啟動關懷機制，晚間

到事故現場發放麵包及飲料，慰勞警員。

 ◆ 2018.05.12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12、13日舉辦十四場浴佛典禮，逾一萬

二千人參加。12日於吉隆坡靜思堂首次舉行晚間浴佛，邀請五十

位南傳、北傳和藏傳法師領眾浴佛；13日，社區浴佛在靜思堂、

學校及外租場地等進行，邀請社區民眾參加。

印尼分會在十一個城巿

同步舉辦浴佛，其中泗

水市當天發生教堂連環

爆炸案，參與人數雖不

多，仍虔誠繞法繞佛並

為受害者祈福。圖片／

慈濟印尼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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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13 慈濟馬來西亞巴生支會假巴生巨盟（GM Klang）批發城戶外停

車場舉行浴佛典禮，近一千六百位法師、志工及會眾身穿雨衣，

共沐佛恩。

 ◆ 2018.05.13 慈濟馬六甲分會舉辦浴佛典禮，包括甫就任的馬六甲州首席部長

阿德里（YAB Tuan Haji Adly bin Zahari），近四千二百人參與；

並透過臉書直播典禮現況。馬六甲分會暨南馬據點本年度共辦

十三場次浴佛，約八千三百六十人參加。

 ◆ 2018.05.13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於佛教慈濟教育中心舉辦二場浴佛典禮，並安排

五梯次慈濟列車，邀請各社區會眾至靜思堂、洗腎中心浴佛，同時

進行志業體巡禮；包含兩位法師，當天共五千二百一十六人。

 ◆ 2018.05.13 響應慈濟五十二周年慶三節合一活動，慈濟印尼分會及各據點同

日舉行浴佛典禮，計九千八百八十一人次參加。較2017年減少約

一成參與者，係因泗水教堂爆炸案影響，其中泗水浴佛場次，

原訂三百位參與者，實際出席七十六人，活動後志工啟動關懷機

制，晚間到事故現場發放麵包及飲料，慰勞警員。

 ◆ 2018.05.13 慈濟菲律賓分會浴佛典禮，今年由外借場地回歸靜思堂舉

辦，首場連線臺灣花蓮靜思堂同步舉行，共辦理三場次合計

一千二百六十九人次參加；另外，奧莫克慈濟大愛村場次，逾

二千五百人與會。

 ◆ 2018.05.13 慈濟新加坡分會浴佛典禮，暌違兩年再度移師戶外，假勿洛體育

場進行，共四千八百三十九人在雨中虔誠浴佛，祈求天下平安。

 ◆ 2018.05.13 慈濟越南聯絡處本年度浴佛典禮，首次在會所三樓講經堂舉辦，

逾兩百人參加。

 ◆ 2018.05.13 慈濟泰國分會舉辦兩場浴佛典禮，第一場連線臺灣花蓮靜思堂

同步浴佛，計七十二人出席；第二場由當地法師領眾浴佛，計

新加坡分會佛誕日浴

佛典禮在勿洛體育

場，雖然天公不做

美，但仍澆不息志工

虔誠的道心。攝影／

王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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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二十七人參加。

 ◆ 2018.05.13 慈濟日本分會舉辦三場浴佛典禮，以及孝親感恩活動，安排奉

茶、短劇等節目，宣導孝順報恩的重要，近五百人與會。關西慈

濟志工亦於本日在大阪舉辦浴佛，計四十一人參加。

 ◆ 2018.05.13 慈濟香港分會因未申請到合適場地，今年度浴佛典禮在靜思堂舉

行，共分三場，計五百二十八人與會。

 ◆ 2018.05.13 慈濟斯里蘭卡漢班托塔辦事處舉辦浴佛，以及孝親浴足活動，約

二百二十人參加。

 ◆ 2018.05.13 慈濟緬甸聯絡處於馬揚貢第一高中舉辦浴佛典禮，包括法師、沙

彌尼、民眾、學校師生，以及2008年納吉斯風災時受助的南德公

居民等，逾一千一百人參加。

 ◆ 2018.05.13 慈濟約旦分會舉辦浴佛活動，逾六十人參加，其中包括安身在南

薩及安曼的四十八位敘利亞難民也共襄盛舉。

 ◆ 2018.05.20 慈濟柬埔寨聯絡點舉辦浴佛典禮，計三百二十八位會眾及志工

參加。

  慈濟基金會美洲國家地區的浴佛活動，和臺灣同步開跑，包括美

國、加拿大、多明尼加、瓜地馬拉、巴拉圭、巴西、阿根廷、智

利等國家均在5月13日舉行，宏都拉斯、厄瓜多、海地、荷屬聖

馬丁及墨西哥延後辦理；其中荷屬聖馬丁浴佛結合臺灣援外大米

發放。

  美洲國家廣泛信仰天主教，尤以拉丁美洲國家為最，許多國家近

八、九成人口都是天主教徒，普遍對佛教並不熟悉與了解。慈濟

瓜地馬拉聯絡處為了擴大介紹佛教儀式、華人孝親禮節，以及上

人推動茹素環保愛地球的理念，今年一改往年在臺僑會館的場

地，特別選在慈濟東方小學舉辦「佛誕節、母親節、慈濟日」三

節合一浴佛典禮。

  慈濟東方小學位在佩勒西亞市（Palencia），距離首都三十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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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2010年慈濟援建啟用，迄今志工仍定期前往關懷清寒學生，

發放濟貧物資。浴佛當天，許多本土志工轉輾搭乘巴士趕往小

學，另也包括駐瓜大使賴建中、僑領李志仁先生，以及多位僑胞

共襄盛舉；活動後，東方小學孩童在志工引導下奉茶、獻花，向

平日辛勞的母親道感恩。浴佛莊嚴、孝親感人、茹素護生等畫

面，深刻在逾百人心裡。

  瓜地馬拉鄰國的宏都拉斯，自2015年起在馬可比雅市蒙哈娜村

（Monjaras）舉行首次浴佛典禮後，年年都擇在此地辦理，時間

也選在母親節前後的週六或週日，方便村民參加。然而，2017年

11月宏國總統大選後的社會動亂，延續至2018年2月未歇；接著

又爆發登革熱、屈公熱等傳染病，加上當地茲卡病毒疫情持續蔓

延，導致慈濟原定的歲末祝福等大型活動被迫取消。

  時逢5月又傳出禽革熱疫情，但考量三節合一是慈濟重要節慶，

決議按計畫辦理。20日浴佛當天，鄰近村民趕來參加，為避免活

動中心場內擁擠，分成七梯次、每梯八十人進行浴佛；接下來的

母親節祝福節目，安排夢哈娜學校學生演出話劇闡述母愛的偉

大，其後由七位孩子給母親奉茶、洗腳，慈濟志工則在一旁解說

中華傳統倫理及慈濟人文。

  宏都拉斯浴佛特色，最為特別的是會場佈置品，在活動後贈與鄉

親、本土志工。基於當地志工人力、資源等各方面都有限，當

2015年首辦浴佛時，便決定一切以環保簡樸為原則，用蔬菜（高

麗菜）替代綠葉點綴浴佛臺，甚至發揮創意用塑膠瓶蓋製作了一

個慈濟會徽；活動後，每位參加者都能拿一顆高麗菜回家。2017

年因菜價高漲，改用香積白飯和紅豆取代；今年志工直接前往產

地以更合理價格購買，於是改回使用高麗菜。

瓜地馬拉2018年浴佛

典禮暨母親節孝親活

動，選在東方小學舉

行，安排學生獻花，

感謝母親的辛勞，傳

遞中華孝道文化。攝

影／邱瓊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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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國家較晚辦理浴佛的厄瓜地和海地兩國，都是由美國慈濟志

工前往支援。兩國主信仰天主教，當地雖有本土志工，但對佛教

儀軌不熟悉，因此慈濟美國總會關懷團分別前往關懷會務時，同

在26日舉辦浴佛活動；其中，厄瓜多是繼2017年第二次在聖塔安

娜市教堂舉行，而海地浴佛活動，自2010年起在聖亞拉罕卓教堂

舉行，2014年改在國家足球場，直到2018年1月會所倉儲啟用後，

第一次在自家會所舉辦，逾一百六十人參加，意義更顯特殊。

 ◆ 2018.05.13 慈濟美國總會一場、北加州分會兩場浴佛典禮，本日舉行，計逾

二千人與會；其中，北加州場地的宇宙大覺者及星河圖2017年10

月完成安座，典禮更顯莊嚴。

 ◆ 2018.05.13 慈濟美國新澤西分會舉辦浴佛典禮及環保園遊會，並安排慈濟人

醫會義診服務，近六百人與會；德州分會則於靜思堂內舉辦浴

佛，以及慈濟人文學校結業暨畢業典禮，約四百二十人參加。

 ◆ 2018.05.13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浴佛大典，首次選在皇后區植物園（Queens 

Botanical Garden）舉行，約五百五十人參加；長島支會則首度與

大紐約華夏中文學校合作，在艾森豪公園舉辦三節合一活動，約

四百五十人與會。

 ◆ 2018.05.13 慈濟美國西雅圖支會本年度浴佛典禮，首次在貝爾威市

（Bellevue）新會所舉辦，逾三百人共襄盛舉。慈濟西雅圖據點

1993年11月成立，科克蘭（Kirkland）舊會所1996年11月10日啟

慈濟第二年在厄瓜多聖

塔安娜教堂舉辦浴佛典

禮，獻供人員由美國志

工、臺商僑胞及本土志

工共同承擔。圖片／慈

濟美國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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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志工高明善家族無償提供。

 ◆ 2018.05.13 慈濟加拿大分會浴佛大典，今年改在分會佛堂舉行，共

二百五十八人參與；其中，卑詩省政府及溫哥華市政府皆宣布本

日為「慈濟日」，並頒發證書。

 ◆ 2018.05.13 慈濟巴拉圭聯絡處分別在亞松森巿、東方巿舉辦兩場浴佛典禮，

共近三百人參加。

 ◆ 2018.05.13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浴佛典禮，往年辦在臺僑會館，今年改在

慈濟東方小學舉辦，並安排東方小學孩童奉茶，以擴大介紹佛教儀

式，並推廣華人孝親禮節及茹素環保的理念，約一百二十人參加。

 ◆ 2018.05.13 慈濟多明尼加聯絡處舉辦一場小而溫馨的浴佛典禮，計六十五人參加。

 ◆ 2018.05.13 慈濟巴西聯絡處舉辦浴佛典禮，約二百一十人參加。

 ◆ 2018.05.13 慈濟阿根廷聯絡處於臺灣僑民聯合會會館舉辦浴佛典禮，計

一百七十八人與會，負責人洪良岱特別向眾介紹即將接任的負責

人，以及二位副負責人。

 ◆ 2018.05.20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第四年於馬可比雅市蒙哈娜村（Monjaras）舉

行浴佛典禮，近五百人參加。該國自2017年底總統大選後社會動

盪，又爆發登革熱等傳染疫情，慈濟原取消訂歲末祝福等大型活

動，福慧紅包改在浴佛日發送，並發放布置浴佛場地的高麗菜。

 ◆ 2018.05.26 慈濟基金會第二年在厄瓜多曼納比省（Manabi）聖塔安娜市教堂

舉行浴佛典禮暨水災周年祈福會，由美國總會第五梯次十人關懷

團跨國支援，引領二百七十五位會眾、本土志工、臺商僑胞等共

沐佛恩。

 ◆ 2018.05.26 慈濟基金會海地會所倉儲啟用後，首次舉辦浴佛典禮，共

一百六十二人參加。海地浴佛活動由美國總會海地關懷團負責帶

動，2010年起在聖亞拉罕卓教堂舉行，2014年改在國家足球場。

宏都拉斯的浴佛特

色，是以高麗菜點綴

浴佛臺，一切採用環

保簡樸原則，不花費

購買花草盆栽，活動

後與眾結緣，回歸慈

善。圖片／宏都拉斯

志工張鴻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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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基金會除了亞洲、美洲外，也在大洋洲的紐西蘭、澳洲，歐

洲的英國、德國、法國、奧地利、義大利、塞爾維亞，以及非洲

的南非、賴索托、辛巴威、莫三比克、史瓦帝尼等國舉行三節合

一浴佛典禮。

  歐洲、大洋洲國家浴佛活動，多在會所或志工自宅舉辦，採小而

溫馨的茶會形式，藉此接引華僑、當地會眾參加。其中，最為特

別的即是塞爾維亞，當地並沒有慈濟志工，為幫助過境、滯留該

國的敘利亞、阿富汗、伊朗等國難民，慈濟自2016年展開援助，

由歐洲各國慈濟志工組團跨國關懷，發放衣物、圍巾等物資，並

提供早、晚餐食物援助。

  塞爾維亞境內的難民營中，許多民眾信奉伊斯蘭教，慈濟志工幾

經慎重評估後，決定本年度5月前去關懷之際，嚐試舉辦小型浴

佛典禮，第一場24日在阿德塞微西（Adasevci）、第二場26日在

歐普（Obrenovac）難民營舉行，由德國、英國、義大利及奧地

利等地十位慈濟志工負責主辦。

  莊嚴的浴佛儀式，孝親的真實意含，讓許多難民深受感動，也以

各自的信仰方式祈禱天下無災無難。難民委員會成員也前來參

加，其中一位委員拉多維希（Djordjije Radovic）表示，難民們來

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用不同語言溝通，覺得浴佛典禮辦

慈濟志工首次在塞爾

維亞歐普難民營舉辦

浴佛儀式，引導難民

委員會委員雙手合

十、虔誠浴佛。攝影

／王玲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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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棒，緩解了之前彼此間的緊張與不安氣氛，氛圍變得溫馨而

輕鬆。

  相較於華人志工為主的歐洲與大洋洲，非洲則是本土志工居多。

海外慈濟志業的發跡，多半是臺商移民的因素，慈濟種子落地、

萌芽，繼而接引華人、僑胞投入，但要讓慈濟在當地永續發展，

本土志工的加入甚是重要。南非自2006年第一位非洲裔慈濟委員

誕生後，非洲南部七國的本土志工招生、培訓如火如荼展開，截

至2017年近一百六十人受證，社區志工人數更逾二萬人。

  新舊傳承、世代交替，非洲七國近期慈濟活動，皆可見此現象。

本年度南非浴佛特色便是如此，多項工作均由本土志工承擔負

責，如典禮司儀、流程規劃等，像在哈雷史密斯只有三位華人志

工、雷地史密斯只有四人，豪登省喜布朗社區更只有一人，全由

本土志工挑大樑策劃活動；另外，在德本場次，則由幾位本土慈

青幹部構思最適應本土的入經藏方式，從企劃、戲本、排練等都

是自己來，並在浴佛當天詮釋《水懺》的「懺悔業障」，傳遞佛

陀教法。

  鄰國的莫三比克，係因每年5月13日當地天主教法蒂瑪日（Fatima 

Day），天主教徒會在這天前往教會祈禱，所以浴佛日都會錯開

這一天，提前於5月12日舉辦。活動現場繞佛繞法的圓圈，2017

年是華人志工柏嘉所畫，今年交棒給本土志工繪製。現場佈置、

籌備工作也全由本土志工負責，他們就地取材，以椰子殼「獻

香湯」，使用會所種植的芒果樹葉點綴浴佛臺，拿大愛農場的蔬

菜和路邊九重葛來「供花香」，並用當地邵那語編譯〈讚佛偈〉

等，在三位華人志工、六百多位本土志工共同籌備下，得以圓滿

逾二千人浴佛典禮。

莫三比克浴佛場地的

圓形線條，今年由本

土志工負責繪製，採

圓軌方式學習畫圓，

雖略偏小但仍克難完

成任務，圓滿浴佛活

動。攝影／查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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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12 慈濟莫三比克聯絡點舉行浴佛典禮，由本土志工編唱邵那語版

〈讚佛偈〉、〈誠心祈三願〉，共二千六百六十八位志工及會眾

參加。

 ◆ 2018.05.12 慈濟德國慕尼黑聯絡點首次於格拉紹（Grassau）市政府文化廳

舉辦浴佛典禮，本地會眾及境內敘利亞、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國

難民約兩百人參加，另有十一位難民擔任隨喜志工，協助會場佈

置、活動進行。漢堡聯絡點浴佛則於13日舉行，約六十人參與。

 ◆ 2018.05.12 英國曼徹斯特慈濟志工借用一間基督教會會議廳舉行浴佛典禮，

共十六人參加；翌日，在長期關懷的女性中途之家舉辦第二場浴

佛，引導十位在住居民浴佛，也關懷她們的近況。

 ◆ 2018.05.13 慈濟南非分會在約翰尼斯堡、新堡、哈雷史密斯、雷地史密斯、

豪登、德本及開普敦等地舉辦九場浴佛典禮，共逾二千人參加。

今年南非浴佛特色在於本土化，多項工作均由本土志工承擔負

責，如典禮司儀、流程規劃等，其中德本場次更以適應本土的入

經藏方式，詮釋《水懺》的「懺悔業障」，傳遞佛陀教法，莊嚴

圓滿浴佛。

 ◆ 2018.05.13 辛巴威慈濟浴佛典禮，13日在志工朱金財自宅、16日在自由小學

各舉辦一場，合計二千三百八十五人參加。

 ◆ 2018.05.13 慈濟法國聯絡處浴佛典禮，巧逢巴黎地鐵罷工日，當天仍有

二百六十位會眾、志工參加。

 ◆ 2018.05.13 慈濟奧地利聯絡點舉辦浴佛典禮，近百人與會，其中包括來自德

國慕尼黑、義大利到場助緣的五位志工。

 ◆ 2018.05.13 慈濟紐西蘭分會、漢彌頓聯絡處分別舉辦浴佛典禮，兩場共逾

四百三十人參加。

 ◆ 2018.05.13 慈濟澳洲分會、柏斯聯絡處、墨爾本聯絡處、黃金海岸聯絡

本年度南非浴佛特

色，是本土化且年輕

化趨勢，由年輕一輩

的本土志工開始承

擔起各項籌備工作事

宜，浴佛當天也會引

導民眾禮佛足、接花

香。攝影／吳東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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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及布里斯本慈濟人文學校分別舉辦浴佛典禮，共計

一千五百七十一人參加。

 ◆ 2018.05.16 義大利慈濟志工16日於中部小鎮佩魯賈（Perugia）斐爾契諾橋中

學舉行浴佛典禮，邀請與慈濟友好的團體反暴力婦女協會參加，

共五人出席；另考量該協會會長因公無法參與，18日特於會長家

中舉行第二場。

 ◆ 2018.05.17 賴索托慈濟志工舉辦浴佛典禮，計有二千零三十人參加。

 ◆ 2018.05.20 史瓦帝尼慈濟志工20日於慈濟社區中心舉行浴佛典禮，南非分會

德本國際志工團跨國支援，計七十人參加。

 ◆ 2018.05.24 慈濟基金會首次在塞爾維亞舉辦浴佛典禮，第一場24日在阿德塞

微西（Adasevci）、第二場26日在歐普（Obrenovac）難民營舉行，

由德國、英國、義大利及奧地利等地十位慈濟志工負責主辦。

 ◆ 2018.05.17 慈濟南非分會德本國際志工團展開史瓦帝尼第五十四次跨國關

懷，17日出發，18日帶領當地本土幹部首次進行朝山，19日支援

辦理浴佛典禮，20日帶志工展開社區訪視關懷，發放臺灣援外大

米，傳承經驗，21日結束任務返程。原史瓦濟蘭王國，今年宣布

更改國名為「史瓦帝尼王國（Kingdom of Eswatini）」。

 ◆ 2018.05.20 慈濟北區一年一次的「合心慈誠培訓」課程，在三重志業園區舉

行，計一百九十五位學員出席。

 ◆ 2018.05.23 慈濟加拿大分會獲贈亞伯達省麥克默里堡（Fort McMurray）

巿鑰，感謝慈濟2016年亞伯達省林火救援，以及捐助該巿兩校

區為期三年的災後心理復健計畫（The Leader in Me），幫助近

四千五百位學童。

 ◆ 2018.05.24 慈濟臺中分會原設址於臺中市民權路314巷2號，2013年搬遷至文

心南路臺中靜思堂，原舊址會所本日起更名為「民權聯絡處」。

 ◆ 2018.05.24 慈濟臺北分會原設址於臺北市忠孝東路3段217巷7弄35號，2017年搬

遷至新北市新店靜思堂，原舊址會所本日更名為「大安聯絡處」。

 ◆ 2018.05.26 慈濟環境教育師資培育第十二期研習會，5月26、27日及7月20、

21、22日兩階段在桃園靜思堂舉行，除了環保新知講授外，並分

成環保站宣導解說、校園推動、企業機構推廣分享等三組進行師

資教學，計八十八人圓滿課程。

 ◆ 2018.05.26 2018年慈濟北區慈善月會研習在新店靜思堂舉行，由三重訪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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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以4月初大同北路民宅氣爆為例，分享「急難氣爆事件動員及

關懷實務」，並邀請黃龍杰心理師講述「災害援助中的陪伴與關

懷」，共一千六百八十七人參加。

 ◆ 2018.05.26 慈濟美國總會第五梯次厄瓜多中長期援建關懷團，26、27日在厄

瓜多維和港（Portoviejo）舉行本土志工培訓，來自聖塔安娜、維

和港、卡諾亞、曼塔等地，及當地臺商共一百零五人次參加。

 ◆ 2018.05.27 慈濟加拿大分會舉辦「Open House」活動，以全英文為各界人士

導覽會所、介紹慈濟及志工服務項目等，列治文北市區省議員屈

潔冰特地來訪，由執行長何國慶接待。

 ◆ 2018.05.30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推動娘惹素粽義賣迄今第十四年，本年

度素粽製作從5月30至6月8日，共完成一萬五千顆，收入悉數捐

助發展基金。

六月

 ◆ 2018.06.01 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劉效成帶領，含北區合心防災協調中心志工

共四十二人，參訪中央氣象局，為慈濟未來急難救災工作，如何

整合外部專業知識進行了解。

 ◆ 2018.06.02 慈濟美國總會舉辦培訓委員、慈誠兩日圓緣精進課程，含培訓及

工作人員等約一百六十人參加。2017至2018年度，美西合心區培

訓委員、慈誠共三十五位。

 ◆ 2018.06.02 馬來西亞八打靈再也創古佛教學會成員及四位藏傳法師參訪吉隆

坡靜思堂，了解慈濟在全球的行善紀實，並感恩慈濟於2015年尼

泊爾地震後，援助創古度母寺進行修復工程。

厄瓜多本土志工出席

培訓課程，在聆聽美

國慈濟志工分享後，

各自圍圈而坐，彼此

交流分享。圖片／慈

濟美國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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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03 中國大陸浙江寧波慈濟志工舉辦志工研習課程，來自義烏、杭

州、紹興等地志工共同學習慈濟人文，在地推動慈善。

 ◆ 2018.06.03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進行本年度第三次志工研習課程，共

同學習慈濟人文，落實在地推動慈善、環保工作。

 ◆ 2018.06.04 慈濟印尼分會應總統府辦公室的提議，與佛教組織代表協會

（Perhimpunan Majelis Agama Buddha Indonesia）合作，於雅加

達靜思堂舉辦全國佛教衛塞節活動，包含第五任總統梅嘉瓦

蒂（Megawati Sukarnoputri）、第六任副總統蘇德利斯諾（Try 

Sutrisno）、人力資源發展與文化統籌部長布安馬哈拉妮（Puan 

Maharani），以及一百多位法師和各宗教領袖，近兩千人共襄

盛舉。

  活動在眾人齊唱印尼國歌中拉開序幕，接著由印尼佛教理事

會協會（Persatuan Umat Budha Indonesia）主席阿里夫（Arief 

Harsono）代表開幕致詞。阿里夫表示，今天的衛塞節活動，目

的是希望能讓全印尼佛教徒團結一致，因為目前許多佛教組織

都有辦理慈善活動、設立學校等，若能互相合作，相信效果會更

好。

  除了慶賀衛塞節，慈濟印尼分會也在眾人見證下，與伊斯蘭教士

聯合會（Nahdlatul Ulama，簡稱伊聯）簽署合作備忘錄，未來雙

方將針對慈善、醫療、教育、環保等面向展開跨宗教合作，幫助

更多苦難人。

  伊聯主席賽尹德先生（Mr. Said Aqil Siroj）表示，印尼的問題很

複雜，不可能由一個團體單獨解決，所以必須互相合作。例如伊

聯與國警合作防止極端思想的散播，也與臺灣多所大學合作交換

留學生，提升教育學習與品質，而今與慈濟合作，除了在災難緊

應印尼總統府辦公室

提議，慈濟印尼分會

於靜思堂舉辦2018年

全國佛教衛塞節慶祝

活動，政界、宗教界

領袖應邀出席。圖片

／印尼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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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援助工作外，包括教育、醫療、環保等層面都可以有所交流，

強化跨宗教間的合作力道。

  伊聯是印尼最大、也是全球最大的伊斯蘭教獨立組織，會員超過

九千萬人，除了致力於保存與發揚伊斯蘭教的教義、儀式外，也

陸續發展出自屬的學校、醫院與社會福利等系統，對人口逾九成

都是穆斯林的印尼而言，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亦是穩定社會安定

的力量之一。

  主席賽尹德先生曾在今年4月17、18日帶領團隊一行十三人前往

臺灣，並在九位印尼、臺灣慈濟志工的陪伴下，參訪臺北慈濟醫

院、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內湖環保教育站、慈濟大學，深入了解

慈濟志業的發展現況。最後一站，是花蓮靜思精舍的巡禮，以及

拜會證嚴上人。

  慈濟在印尼耕耘志業，今年屆滿二十五年，上人感恩在伊斯蘭信

仰為主的印尼能包容慈濟，也感恩印尼慈濟志工以真誠大愛付

出，沒有宗教、種族之分。主席賽尹德表示，伊斯蘭教講求生

命之愛，注重道德與正義，而上人亦表達，宗教的創教者最初理

慈濟印尼分會與伊斯

蘭教士聯合會，共同

簽署慈善、醫療、教

育、環保四大方向的

合作備忘錄。攝影／

Anand Yahya

印尼伊斯蘭教士聯合

會主席賽尹德帶領團

隊，2018年4月來臺參

訪慈濟志業體，並到

靜思精舍拜會證嚴上

人。圖片／花蓮本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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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都是要為人們指出正確人生方向，因此不同宗教之間，只要

以開闊、無私的愛心會合，才能為人間、地球做出奉獻。

  陪同返臺的慈濟印尼分會執行長劉素美提及，慈濟長期關懷十五

年之久的阿爾阿斯利亞．奴魯亞．伊曼習經院（Al-Ashriyyah 

Nurul Iman），便是隸屬伊聯組織，因此主席等人早已知道慈濟

志工在習經院所做的一切，也經由印尼大愛臺了解慈濟，此次到

臺灣參訪是為了更深入了解慈濟精神、理念的源頭。

  奴魯亞．伊曼習經院，位於印尼茂物（B o g o r）巴隆縣

（Parung），1998年創建，因不收學費、提供免費膳食與住宿，

吸引各地青少年前來，其中包括許多貧苦人家的孩子或孤兒。院

童人數逐年增加，龐大開銷只仰賴各界捐款，使得院內經費時常

處於吃緊的狀況。 

  慈濟於2003年8月11日在印尼舉辦「愛灑人間大米發放」，第一

次與習經院結緣，捐贈大米幫助三千位學生，並從10月開始，每

月定期援助大米，慈濟志工、人醫會成員也定期前往關懷，提供

義診服務。爾後，發現學生人數愈來愈多，校舍明顯不足，經評

估後決定援建二十六間教室，於2004年動工、2005年落成啟用。

  慈濟印尼分會團隊回臺報告會務時，上人以精舍自力更生「一日

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為例，教育弟子應悲智雙運，既然習經

院有人力、有土地，可從手工、農耕、環保回收做起，一來培養

孩童生活技能，二來也可以維持習經院經費營運。此一辦法，讓

習經院的困境出現轉機，院童們學習製作麵包、手工物品、自耕

自足，大大減輕院內每月開銷。

  迄今走過近十五個年頭，慈濟對於伊曼習經院的關懷，從來不曾

停歇，而習經院的院童、師長們，也從手心向上轉為手心向下的

人，在慈濟志工的陪伴下開始參與各項慈濟活動，包括照顧戶關

懷發放、義診活動現場的引導，甚至也會參加慈濟浴佛、周年慶

等活動，上臺表達手語，展現宗教融合的美善。

  此次在雅加達靜思堂的全國衛塞節活動，伊曼習經院的孩子們

也和印尼慈濟大愛學校學生、西巴德曼干志工，一起呈獻《一

家人》手語。統籌部長布安馬哈拉妮代表總統致詞時，呼籲宗

教間的互相包容非常重要，衛塞節活動讓大家在此相聚，更應

把握機會發揮跨宗教、種族互相扶持的精神，團結一致幫助有

需要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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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06 賴索托慈濟志工一行五人6至9日展開波札那第十七次跨國關懷，

7日在摩訶迪查尼社區（Mogoditshane）發放臺灣人道援外大米，

8日下鄉分享慈濟，9日舉辦一場小型共修，確定波札那四位志工

幹部職責，並首次募款募得波札那幣二百二十八普拉（約臺幣

六百一十七元）。目前當地有十一個社區、共一百四十三位鄉親

加入本土志工行列。

 ◆ 2018.06.07 泰國慈濟志工7至11日舉行素粽義賣活動，所得捐助護持慈濟泰

國分會護法基金。

 ◆ 2018.06.07 慈濟菲律賓分會發起百萬菩薩大招生運動，馬尼拉岷西合心區慈

濟志工以中國城、批發商場為目標，即日起逐一走訪店家，推廣

竹筒歲月。6、7月間，送出六百六十四個竹筒，募得二百七十八

個商家加入慈濟會員；8月起，開始竹筒回娘家。

 ◆ 2018.06.08 「2018年靜思人文精神研習營」8至11日在靜思精舍舉行，來自

九個國家地區、計四百一十七位靜思書軒、小築職工及人文推廣

志工參加。

 ◆ 2018.06.08 慈濟印尼萬隆聯絡處自2017年10月13日起，與邦賀噶爾有限公司

（PT Panghegar Mitra Abadi）合作，每月第二個週五定期在邦賀

噶爾加油站募集愛心，當天加油站全額利潤捐作慈濟慈善基金。

 ◆ 2018.06.09 慈濟醫學人文研討會9、10日於蘇州慈濟門診部舉行，透過分享

與交流，讓與會者了解慈濟「守護健康、守護生命、守護愛」的

醫療人文。

 ◆ 2018.06.09 「2018年慈濟造血幹細胞捐贈北區研習活動」，在新北市蘆洲靜

思堂舉辦，共一千一百一十八位學員及工作人員參加。

 ◆ 2018.06.09 花蓮區環保志工精進聯誼活動，本日在花蓮慈濟志業園區舉行，

來自花蓮巿、吉安鄉、鳳林鎮及玉里鎮等地共一百五十五位環保

菲律賓慈濟志工在馬

尼拉唐人街周圍，向

商店老闆介紹慈濟的

竹筒歲月運動。攝影

／Jamaica D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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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參加，並邀請南投縣南浦環保站志工林金國，分享落實「垃

圾不進站、清淨在源頭」的經驗。

 ◆ 2018.06.10 為籌募馬來西亞吉隆坡慈濟國際學校建校基金，慈濟雪隆分會

實業組團隊10日在八打靈再也喜來登酒店（Sheraton Petaling Jaya 

Hotel）舉辦「素宴樹大願」午宴，而雪隆慈濟志工也於14日在吉

隆坡靜思堂舉辦包粽義賣活動，邀請社區志工共襄盛舉。。

 ◆ 2018.06.10 慈濟荷屬聖馬丁聯絡點首次舉辦見習志工培訓課，即日起每週

日晚間7至9點，在負責人朱細芳自宅上課，共十九位學員報名。

6月10日第一堂課，主題分享慈濟的緣起，從竹筒歲月、慈濟十

戒、佛法四威儀等詳實解說，讓出席的十七位學員能了解證嚴上

人創辦慈濟的理念，也提醒眾人參加見習、培訓後，更要時時照

顧自己的行儀。

  爾後，每週日課程，依循慈善志業、慈善訪視、醫療緣起、髓緣

之愛、教育志業、環境保護、人文志業、社區志工、國際賑災等

主題陸續開課，由慈濟委員朱細芳、張傑榮、莊美香、游春娘等

人輪流講課。如有學員因故無法出席，朱細芳便會逐一個別關懷，

並擇期安排補課，如17日第二堂課便有三人缺席，於是在23日開辦

補課，除了三名缺席學員外，還有一名學員聞訊前來複習。

  每堂課後均會安排學員心得分享，其中本土志工奇諾（Chino 

Lusia）提到，自己十二年前跟著朱細芳參加多明尼加義診時，看

到慈濟團體的美，被吸引進而加入，今天參加培訓課，才恍然大

悟原來慈濟志工的行為舉止、進退儀軌都是透過培訓學習來的，

也因參與義診，更見證到醫療守護生命與健康的重要性。

  退休老師愛蒂卡則是分享對慈濟教育志業的感動，特別是大愛媽

媽進校園推動靜思語品格教育，她因職涯規劃目前再度回到校園

因故無法出席見習志

工培訓課的學員，特

別在慈濟志工朱細芳

安排下，進行補課，

這天除了有三位學員

來補課外，還有一位

學員來複習。圖片／

聖馬丁聯絡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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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但不知該如何在校園做慈濟，上了培訓課後讓她找到了方

向，決定從每天和學生分享靜思語做起，希望未來聖馬丁也可以

推動大愛媽媽進校園，讓島上的孩子們建立良好的品德觀念。

  慈濟聖馬丁島的因緣，始於張傑榮、朱細芳夫妻。兩人1984年離

開香港，經由加拿大輾轉來到當地定居，篳路藍縷，胼手胝足，

育有三子，經營生活百貨超級市場。2002年返回香港探親時，在

香港書展靜思文化書攤，認識了慈濟；回到荷屬聖馬丁不久後，

又馬不停蹄地參加了多明尼加義診、慈濟人醫會年會，讓兩人更

加堅信自己找到了身心的大依止處。

  2005年4月11日，慈濟基金會荷屬聖馬丁聯絡點正式成立，由朱

細芳擔任負責人。當地慈濟志工平時關懷老人院、孤兒院，做小

型的急難救助，還受邀到監獄中擔任講師，直到2017年受到艾

瑪颶風重創，志工面臨嚴重考驗，在物資、人力有限情況下，

張傑榮、朱細芳先在自家做麵包、熱食，緊急提供災民食用，

爾後更展開多場大米發放。如此的付出，不只受到政府肯定，

更有許多民眾加入志工行列，也促成了首次環保宣導、千人浴

佛暨發放活動。

  每每提到張傑榮、朱細芳伉儷，上人總是讚歎不已，因聖馬丁多

為天主教徒，然而夫妻兩人卻能將「為佛教、為眾生」的精神主

軸抓得很穩，突破重重困難，人雖少卻意志堅定地開展志業，除

了有心、有力，更具智慧與勇氣，以身體力行付出愛，讓本土志

工看在眼裡，感受於心，潛移默化地帶出慈濟形象。

 ◆ 2018.06.11 慈濟馬六甲分會自2017年11月起，展開辦公室5S管理，朝組織優

化及品質管理邁進。本日起一連兩天，邀請師訓學院顏麗英老師

授課，強化並檢討5S管理、標準作業等近況。

艾瑪颶風重創聖馬

丁，張傑榮、朱細芳

帶著自家員工做起麵

包，緊急發放給災民

小朋友。圖片／聖馬

丁聯絡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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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12 中國大陸四川省德陽巿什邡市市長卿偉等一行八人，12、13日來

臺參訪臺北、花蓮慈濟志業體，並至靜思精舍巡禮。

 ◆ 2018.06.13 慈濟泰國分會13至15日在叻丕府挽才攬醫院，舉辦初階慈濟志工

培訓課程（灰衣志工），來自社會發展與人民安全部門、紅十字

會、泰國傳統醫療協會等政府及民間組織共六十七人參加。該課

程係因泰國國際志工協會委員溫法師（Win Siriwatthano）提出需

求，慈濟特別開辦。

 ◆ 2018.06.14 慈濟南非分會「深入本土志工專案」14至24日進行第二十九次下

鄉訪視，此行有兩位本土青年首次參加，由資深志工帶領走訪喬

治、威廉王城、伊莉莎白港等地，傳承個案訪視及紀錄、舉辦愛

灑活動等各項經驗。

 ◆ 2018.06.15 「2018年慈濟全球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會」15至19日在花蓮靜思

堂，21至25日在三重、板橋志業園區舉行，共二十八個國家地

區、計一千五百零九位學員參加。

 ◆ 2018.06.17 慈濟高雄區本年度第四次委員、慈誠培訓課程，在高雄靜思堂舉

行，共一百六十九位學員參加；其中二十九位來自屏東。屏東區

培訓課程，自2012年起，與高雄區合併舉辦。

 ◆ 2018.06.17 奧地利維也納慈濟志工發起包素粽義賣活動，善款用於購買文具

用品，捐助塞爾維亞境內的難民孩童。

 ◆ 2018.06.19 北區慈濟志工在南投埔里聯絡處舉辦感恩餐會，邀請5月從南投

北上中正紀念堂參加浴佛典禮的諸山長老、法師與會，共三十二

人出席。

 ◆ 2018.06.21 「2018年慈濟全球人文真善美研習」21至23日在花蓮靜思堂、27

至29日在三重志業園區舉行，來自十八個國家地區、計三百五十

位學員齊聚精進學習。

  此研習活動由慈濟基金會文發處主辦，緣於2008年因應需求召開

全美人文真善美研習課程後，便開啟了海外人文真善美研習的

因緣，2009年起開辦第一屆，爾後年年辦理；2017年起因中國大

陸學員人數增加，並考量各地志工需求不同，於是將營隊拆成二

梯次舉行，一梯專以中國大陸學員為主，一梯以全球各地學員為

主，本年度為第十屆。

  人文真善美志工，可謂是慈濟的「非專業」記者，他們來自各行

各業，在社區裡平日用文字、照片、影像為慈濟寫歷史。為了激

發他們從常態活動中找到紀錄重點，提升創意與說故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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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發處課程的規劃，著重志工實際需求而設計，包括慈濟人文理

念、實作安排，並邀請外部專業人員，分享一個故事從企劃、採

訪、編輯到作品完成的過程。

  另外，在整體營隊運作安排上，較為特別的就是雙隊輔機制，不

同於慈濟其他營隊，每組只安排一位隊輔，考量人文真善美營隊

的特性，以及開辦目的，特別安排一位有人文真善美經驗的志工

承擔，專業性隊輔可針對學員在企劃、採訪、作品創作等專業學

習方面，適時提供經驗分享、或協助解決問題；另外一位隊輔，

偏向生活方面的照顧，讓學員在營隊期間，依然能有家的感覺。

  此次大陸梯次營隊，專業性隊輔幾乎由中國大陸當地志工承擔，

他們本身即是慈濟委員、慈誠組隊的幹部，對於慈濟志業發展脈

動有一定掌握，加上又有人文真善美的經驗，陪伴、輔導學員再

合宜不過；未來回到社區，也會是由他們陪伴這些學員，將營隊

裡所學到的一切，落實在當地。

  在二百一十位的大陸學員當中，來自雲南的十二人，甫結束第一

梯次營隊活動後，便趕到臺北三重志業園區，參加第二梯次營

隊，跟著臺北人文真善美團隊，一起出班、採訪、實作，把第一

梯所學落實到第二梯活動中，精益求精。

  在第二梯次營隊裡，除了有來自海外的一百零八位學員外，還有

三十二位臺北人文真善美志工參加。在營隊裡最受注目的，便是

遠自非洲辛巴威而來的四位學員。辛巴威慈濟志業始於2007年，

從濟貧慈善工作做起，初期當地紀錄均由唯一受證的慈濟委員朱

金財承擔，即要統籌發放事宜，又要及時做紀錄，委實不易，

因此當地真善美組長Beauty Kulemela，這次特別帶了三位見習志

工，不計辛勞遠渡重洋來到臺灣參加營隊學習編採實作，就是希

文發處圖像組組長蕭

惠如（右）用心地為

學員解答疑惑問題，

讓學員能更加明白圖

像留史的重要性。攝

影／吳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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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把所學帶回家鄉落實。

  辛巴威團隊在實作課程中，主要採訪的對象是課務組學員長楊贊

弘，因為實務經驗不多，加上對採訪概念認知尚淺，一開始不知

從何著手，在馬來西亞雪隆的專業隊輔黃桑燕、張佩鳳引導與陪

伴下，順利抓住採訪企劃主軸，並建立起團隊出班、完成作品的

共識和默契。

  辛巴威團隊的實作作品，獲得一致好評，更讓來自美國紐約的朱

澤人當頭棒喝。朱澤人2008年從紐約大眾傳播研究所畢業，進入

媒體公司，練就編、採、拍、錄一手包辦的功夫，但在新聞業近

十年卻愈做愈有挫折感，於是決定到營隊找回做真善美紀錄的初

發心。

  在營隊活動中，朱澤人所在的美國團隊，和辛巴威團隊一樣，接

到採訪學員長楊贊弘的實作功課，但是呈現出來的成果卻是南轅

北轍。辛巴威作品下的楊贊弘，充滿和善親切，呈現出處處為營

隊付出、不喊苦的喜悅，這對朱澤人而言有如震撼教育，因為他

筆下的同一人，居然只是冷冰冰的「長官」，這也讓他自我反

省，採納其他組員建議，重新實作，作品大為不同。

  營隊後，朱澤人特別致函文發處，分享自己因工作慣性，幾乎不

和其他組員討論，在搶獨家、點擊率、挖內幕之中，逐漸變得不

願與人合作，變成只看數字與講求效率的新聞生產工具，導致作

品嚴重失焦，文稿讓人無感。當重訪楊贊弘時，發現他雙眼充滿

血絲，才知他每天忙錄超過十七小時，全心奉獻營隊任務，而自

己之前卻把他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

  朱澤人最為震撼的是辛巴威志工買不起筆電，需要向其他志工借

設備學習，但卻能不失真心，用心去採訪；反觀自己，遺忘了感

慈濟北區人文真善美

志工吳明倫（右一）

帶來錄影機，一步一

步指導辛巴威團隊操

作方法。攝影／林秋

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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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和感恩，使得作品冷冰冰，團隊關係也變得不甚融洽，感謝能

在營隊中重新找回初發心。

  這次來自非洲的學員，除了辛巴威外，還有南非、莫三比克，本

土志工使用的工具都是較陽春的攝影機、相機或舊款手機，以及

舊型電腦，欠缺軟硬設備，自己也無法完整保存紀錄；甚至莫三

比克團隊在出發之際，筆電等設備還遭到搶劫，即便少了工具，

仍不減本土志工一心想要學習、吸收新知的心願，也順利完成培

訓課程。

 ◆ 2018.06.23 美國北加州灣區庫菩堤諾市政府（Cupertino）在市立紀念公

園（Memorial Park），首次舉辦急難準備博覽會（Emergency 

Preparedness Fair）。慈濟北加州分會應邀設攤，為市民介紹慈濟

急難救助功能與社區服務資訊。

 ◆ 2018.06.23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在臺東靜思堂舉辦環保志工精進研習，宣導

環保志業新知及推動方向，以提升環保精質化，共一百零五人

參加。

 ◆ 2018.06.24 本年度第一次新竹區環保志工精進研習在新竹靜思堂舉行，共

四百三十三人參加，聆聽年度環保推動重點。

 ◆ 2018.06.26 慈濟雪隆、馬六甲、馬來西亞分會6月26至7月24日邀請精實管理

專家李玉珍，針對急難救助、活動規劃、標準作業等管理項目，

開辦六場工作坊，以及一場公眾精實概念講座會。

 ◆ 2018.06.26 彰化秀水慈濟志工5月15至6月26日舉行四次《雞婆有理——助人

心法APP》讀書會，透過導讀交流訪視實務心得，共七十八人次

參加；並於最後一次活動時，成立「福興訪視關懷小組」，由五

位志工提供訪視諮詢與經驗回饋。

 ◆ 2018.06.27 2018年聯合國難民署（UNHCR）與非政府組織年會27至29日在

瑞士日內瓦召開，慈濟基金會派出六位代表參加，分別為執行長

辦公室高級專員熊士民、美國總會副執行長曾慈慧、約旦分會負

責人陳秋華，以及馬來西亞雪隆分會醫療主任符之良醫師、兩位

人文真善美志工胡永雄與胡嘉利。

  本年度年會主題為「以人為本」，邀請眾人一起探討如何提升難

民生活品質、加強對難民的保護等，不少獲得新生的難民，代表

各非政府組織與會，共同為難民發聲。其中，賽門先生（Simon 

Sang Hre）就是符之良醫師多年前在馬來西亞義診照顧過的難民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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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門是緬甸難民，曾在馬來西亞士拉央接受慈濟難民義診服務，

對慈濟很感恩，如今被安置到第三國澳洲後，也積極推動難民人

權，這次便是代表澳洲難民理事會參加大會。賽門表示因為過去

自己是難民，所以現在身為難民組織的代表，自然非常關注難民

處境，希望為他們爭取更多權益。

  「沒有任何人該被遺棄！」連續第五年參與會議的曾慈慧認為，

難民關懷工作，應該是把人放在首位，以人為本，就如證嚴上人

所教導的，必須先以感恩、尊重、愛的心來看待難民，才能有機

會改變現狀。

  開幕式當天，UNHCR宣布成立新單位，建立與非政府組織間的

互動平臺，達成更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讓人道關懷深耕在地

化。慈濟代表團除了與會分享慈濟全球難民關懷足跡，分組參加

分論壇了解各國難民現況外，並由曾慈慧承擔「National Systems 

Strengthening」分論壇協調員一職。

  慈濟基金會1966年成立於臺灣，曾在1979年幫助逃難到澎湖的

三十四位越南難民，當時從新聞報導獲知其處境，便匯款五萬

元作為他們的生活費。1985年起，慈濟發展至海外，在美國、

馬來西亞等國設立據點，照顧弱勢族群，其中也不乏難民家

庭；此外，如盧安達、科索沃、阿富汗、亞塞拜然等因戰火爆

發難民潮時，慈濟也透過和騎士橋、無國界醫師、雷諾徹希亞

基金會等組織合作，展開難民援助行動，也曾為泰北難民啟動

三年扶困計畫。

  慈濟全球分支會組織裡，最早與UNHCR簽訂正式合作的，即是

慈濟雪隆分會，於2005年與UNHCR駐馬代表處簽署備忘錄，展

開長期難民援助合作，從生活物資補助、醫療義診及醫療補助個

案轉介，到難民兒童基本學前教育計畫等均囊括在內。也因此在

2006、2007年受邀，代表馬來西亞非政府組織出席年會。

  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敘利亞內戰相繼引爆大批難民湧向歐

洲，逃難行經路上的國家都可見難民無助的身影，其中又以敘利

亞難民的處境最堪憂，因此慈濟在約旦、土耳其、塞爾維亞等國

展開人道援助。在約旦，志工進出境邊難民營，濟助物資、醫療

費用等；在土耳其，設立學校、義診中心，幫助難民孩童接受教

育，改善家庭困境；在塞爾維亞，志工在多個難民營發放物資，

提供麵包餐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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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泰國、印尼、美國、澳洲、紐西蘭等國，慈濟志工因地

制宜，依循該國法規，展開不同的難民服務行動。截至2018年，

慈濟在全球逾二十二個國家地區，關懷至少三十二個國藉的難民

朋友，提供現金濟助、生活物資、醫療援助、教育補助等，幫助

逾一百二十萬人次。

  慈濟出席本年度年會，除了解各地難民現況、掌握更多合作資

源外，更重要的任務便是爭取在聯合國獲得更多認證。慈濟自

2011年取得「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非政府組織特殊諮詢地位

（NGO in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 with ECOSOC）」後，便積極

出席聯合國相關大會，包括婦女、難民、氣候變遷等，其中難民

年會是第六次與會。

  基於近年慈濟深度參與敘利亞難民關懷，此次年會參與，意義尤

為重要，因此2018年2月慈濟聯合國專案團隊彙報時，證嚴上人

再次叮囑取得聯合國認證的重要性，其中包括服務難民的海外

分支會，進一步與各地UNHCR機構合作，強化對難民的全方位

照顧。

  同年4月，執行長辦公室旋即召集宗教處、文發處、大愛臺成立

跨志業專案團隊，展開文宣手冊、影片等相關工作策劃。此外，

不同前五次委請慈濟美國總會派員參加，本屆難民年會慈濟由臺

灣花蓮本會推舉代表出席。

  一行人結束任務後，熊士民回到臺灣，7月2日於新店靜思堂，向

證嚴上人報告與會概況；緊接著，8日在臺中靜思堂召開一場聯

合國難民大會綜合報告，由熊士民、曾慈慧代表報告此行見聞，

以及未來慈濟可行之方向。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辦

公室高級專員熊士民

（前），以及慈濟約

旦分會負責人陳秋華

（後），出席聯合國

難民署與非政府組

織年會，代表慈濟發

言。圖片／慈濟聯合

國專案團隊提供



184

52
  熊士民表示除代表慈濟發聲外，學習也是此行重點。年會中針對

難民身份做了清楚定義，第一類是逃難他國的人，也是目前國際

間較為熟知的，他們有機會取得合法難民身份並申請移民庇護，

但第二、三類難民處境一樣艱苦卻鮮為人知。前者是在自己國家

流離失所的人，他們一樣受到戰禍迫害，卻無力逃難到其他國

家；後者是沒有國籍的人，有些難民雖逃難他國，但始終無法取

得合法難民身份，他們所生下的第二、三代自然沒有國籍，如失

根浮萍般流浪異鄉。

  此外，本屆年會更是第一次納入了氣候變遷的議題，開始關注受

到天災影響的人民，熊士民認為此點未來值得重視，尤其上人在

多次開示中，叮嚀天災受害者就是氣候難民，無論風災或水災，

他們都是受苦受難的人。熊士民表示未來如何整合更廣大資源，

面對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衝擊，也是慈濟必須努力的工作重點，並

認為下屆年會可邀請受慈濟幫助、翻轉人生的難民朋友出席，一

來請他們也來為難民們發聲，二來也可透過他們現身，見證慈濟

在難民人道援助工作上的努力。

 ◆ 2018.06.27 慈濟加拿大分會執行長何國慶陪同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校長小野三太（Santa J. Ono），至新

店靜思堂拜會證嚴上人，感謝慈濟長年協助校方社區服務研究計

畫，並致呈亞伯達省麥克默里堡市鑰。

 ◆ 2018.06.30 大北區環保志工聯誼活動在新店靜思堂展開，課程以宣導做環保

注意安全為主，共一千四百五十五人參加。

 ◆ 2018.06.30 慈濟臺北分會分別在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大安聯絡處，舉辦兩場

不同以往委請慈濟美國總會代

表出席，本年度慈濟推舉，本

會代表熊士民（左三）、美國

代表曾慈慧（右二）、約旦代

表陳秋華（右三），以及馬來

西亞代表符之良（左一）、人

文真善美志工胡永雄（左二）

與胡嘉利（右一）組團，參與

本年度難民年會。圖片／慈濟

聯合國專案團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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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志工基礎研習，分別來自北區第一、三聯區共七百零三位志

工參加，學習醫療常識，及到慈濟醫院服務的各項要點事項。

 ◆ 2018.06.30 慈濟巴西聯絡處本日舉辦第二十二次本土志工培訓課程，共四十

位學員參加。

 ◆ 2018.06.30 慈濟基金會首次舉辦「全臺公傳人文精進營」，為期兩天的課程

分別在新店靜思堂、臺北慈院展開，共四百零七位公傳志工、人

文真善美志工，以及臺灣、馬來西亞兩地志業體同仁參加。

  「公傳是志業體對外聯繫的重要單位，沒有公傳，走不出去。」

營隊開營邀請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

龍，以及大愛臺總監葉樹姍致詞，其中林俊龍執行長開宗明義點

出公傳的重要，並舉當年大林慈濟醫院啟業為例，透過精通國臺

語的職工邱國氣妙筆，才得以將大林慈院守護生命的認真態度傳

達出去，令外界了解，廣獲好評。

  緊接著兩天的課程，除了慈濟志業體主管，深入淺出分享宗門法

脈的精髓之外，也邀請學者與媒體主管分享現今媒體環境，學習

如何提升民眾的媒體素養。此外，這次營隊考驗不小，從原本

四十人的迷你型營隊，十天內卻成了四百多人報名的大型營隊，

且巧逢「環保志工溫馨座談」、「精進一日」、「會員聯誼」等

大型活動同時在新店靜思堂進行，場地空間不敷使用，才臨時商

借臺北慈院場地，同時在課務組、隊輔組不斷奔波協調、安排人

力、規劃動線，得以圓滿這場營隊活動。

  現代人的生活早已離不開網路，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證

嚴上人在圓緣開示時，期勉以科技傳播真實事、真實法，特別是

要做到正道不偏，精而不雜，不失真才是真實道。

  上人指出，慈濟四大志業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為精神主

逾四百位學員齊聚新

店靜思堂，參加二天

一夜的公傳人文精進

營，人人用心聽課，

努力記下筆記，期能

精確傳法。攝影／陳

弘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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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發心立願投入慈濟，所走的是真實道，並且負起公共傳播重

任，向大眾傳達慈濟的真實事，讓人真誠感恩；也期待大家要以

人文志業的「大喜」精神發揮良能，在此無明惡濁的時代，要明

辨是非，守護好慈濟宗門。

  慈濟基金會於1983年為籌建花蓮慈濟醫院成立了「推動慈濟工作

策畫小組」，連續兩年圓滿義賣等各活動規劃、籌辦，功成身

退，於1985年轉型為「研究發展委員會推動小組」，並細分六個

功能小組，其中一組即是公關組，也是慈濟公關志工的起始，負

責將慈濟美善訊息傳遞出去。

  1990年，慈濟基金會總管理中心成立，下設八大處室，其中秘書

室主責基金會暨所屬各志業體機要新聞、法制及重要企劃活動之

推展與運作，同時扮演公關危機預警功能，對可能影響慈濟形象

聲譽之事項，預先研究評估供決策單位參考，並結合公關志工對

外說明。

  隨著志業蓬勃發展，1991年先後展開大陸賑災、國際賑災工作，

慈濟踏足國際，為了提升整體公關能力，1996年秘書室第一次舉

辦 「慈濟公關人員精進研討會」，讓百餘位學員認知公關工作

對志業發展的重要性，並在2012年展開「公關志工培力——善力

培育專案」計畫，在全臺舉辦四場公關志工精進研習，培育公關

志工提升新聞專業素養、強化公關能力。

  除了基金會主辦的研習活動外，各地公關志工幹部也會依當地所

需，各自辦理相關培訓課程，主要提升公關志工對志業的熟知

度，加強對外宣導的互動、溝通能力。

  然而，慈濟在歷經三年多的無明風暴後，重新自我檢視，自

1966年成立迄今，五十多年來以真誠持續付出，始終如一，也

認為「做」比「說」重要；但面對現今社會，慈濟人應更了解

並投入志業，同時積極主動對外公開傳達，以「誠正信實」取

信社會大眾。

  於是，慈濟基金會於2017年2月將原秘書處改立為「公共關係與

傳播處」，簡稱「公傳處」，下設新聞組與數位媒體組，同步也

將志工組織的「公關志工」更名為「公傳志工」，除了原有的慈

濟全球資訊網、社區網外，希望用新媒體傳播方式，在極短時間

內將美善故事傳達出去，因此成立「一直做慈善」平臺，結合社

群網站（Line、FB、IG），一天二次推播包羅萬象的資訊，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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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法音、慈濟活動快訊、親子教養、訪視關懷或素食料理等。

  公傳處的本份，就是要承擔起「傳揚、傳法、傳承、傳播、傳

達」的角色！處主任林弘展在營隊期間，不斷對大家提醒再提

醒，並強調公傳處從2017年2月開始，當時上人沒有給公傳完整

的定義，只叮嚀期待大家四項重點，包括把法傳出去、把法親會

眾找回來、善接引、弘宗門，而這次有感於時代與科技快速改

變，傳播方式不同當年，公傳處特別辦理營隊，邀請大家同堂切

磋，期盼人人能急起直追、善用新科技，凝聚報真導正的共同方

向，傳遞關懷與大愛，讓世界看見慈濟美善。

七月

 ◆ 2018.07.01 印尼雅加達、萬隆及展玉（Cianjur）慈濟志工一行四十二人，應

邀前往吉斯德紡織公司（PT. Gistex Textile Division）舉辦志工培

訓，共一百一十六位員工參加。

 ◆ 2018.07.01 慈濟巴西聯絡處自2012年5月27日起，開始舉辦華人志工培訓，

本日為第四十五次課程，共有二十位慈濟委員、慈誠，以及三位

培訓志工、四位香積志工參加。

 ◆ 2018.07.01 第三屆中國現代佛教論壇1、2日在河北省保定兜率寺舉行，慈濟

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主任何日生代表與會，並發表《善經濟—

—佛教利他經濟的哲學與實踐》論文。

 ◆ 2018.07.02 慈濟基金會「2018年慈濟大專青年心靈成長營」，2至5日在花蓮

靜思堂舉辦，來自臺灣、馬來西亞、中國大陸三地共一百一十三

位慈青參加。

公傳人文精進營課

程，邀請大愛臺新

聞、節目團隊，與學

員們互動，討論公傳

與大愛如何加強連結，

如何攜手弘揚美善訊

息。攝影／陳弘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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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7.03 總統府秘書長陳菊、行政院長賴清德等人來到新店靜思堂，與證

嚴上人會晤，交流長期照顧之看法。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劉效

成，報告目前慈濟社區關懷據點建置，及投入長照服務的現況。

 ◆ 2018.07.06 慈濟基金會「2018年慈青幹部訓練營」，6至9日在靜思精舍及花

蓮靜思堂舉行，來自臺灣、馬來西亞共六十九位慈青參加。

 ◆ 2018.07.06 「2018年慈濟教育功能團隊合心共識營」6至8日在花蓮靜思堂舉

行，來自全臺教聯會、大愛媽媽、兒童親子成長班等各教育功能

團隊幹部，共五百七十一人參加。該營隊始於2010年，舉辦宗旨

為互相交流、學習教育人文新知，以達共識。

 ◆ 2018.07.06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教師一行十五人參訪慈濟高雄靜思堂，了解慈

悲科技的救災設備，以及慈濟的救災實務經驗，盼藉此交流促進

軍民合作，強化國軍防災與危機處理能力。

 ◆ 2018.07.06 慈濟紐西蘭分會第一次主辦紐澳慈青幹訓營活動，為期三天，來

自澳洲、紐西蘭共二十三位學員參加，營隊首次採用英文授課，

包括講述佛法、傳遞靜思法脈與慈濟宗門之理念等。

上人向前來拜會的陳菊、

賴清德等人，說明慈濟第

一例長期個案即是獨居老

人，長年關注獨老問題，

近年更配合政府長照2.0計

畫，成立社區關懷據點，

傾注四大志業等資源，共

同照護社區長者。圖片／

花蓮本會提供

營隊課程內容採活潑

互動方式進行，學員

及隊輔透過遊戲發揮

團隊精神，完成營隊

交付的任務。攝影／

張元聰



年
表

總
論

189

 ◆ 2018.07.07 「2018年北區慈濟人醫會牙科助理初階課程」，又稱作「牙科學

堂教育訓練」，由北區人醫會副召集人謝金龍發起、慈濟志工林

逸明等人負責活動策劃，共計四堂課，分別於本日在臺北慈濟東

區聯絡處、7月21日在新店靜思堂、8月18日在臺北慈濟醫院及9

月15日在雙和靜思堂開課。

  每堂課出席人數不一，原先以北區慈濟志工為主要對象，爾後訊

息傳開，其他社區慈濟志工聞訊，前來共同學習。到了第四堂課

圓緣時，學員人數多達一百四十人，不只有來自臺北、桃園、新

竹、臺中等地，甚至有志工遠從高雄、澎湖趕到臺北參加，一起

學習牙科助理專業技能與新知。

  有感於醫事科技日新月異，醫療器械也不斷推陳出新，促使牙科

助理必須不斷學習，尤其牙科助理出班不比社區活動，在細微工

作專業上要求慎重，當牙醫師在看診時，能細心備妥所有醫材，

並及時且正確地遞上器械，或是及時排除洗牙機無法排水等問

題，才能算得上是最稱職的醫師幫手。

  因此，北區慈濟人醫會首次開辦牙科助理初階課程，內容含蓋感

染管控的重要性、器械種類說明與清潔消毒等入門課程，以及補

牙或牙體復形時需要用到的複合樹脂充填流程，甚至教導複合樹

脂調劑實作等，並邀請黃淑賢、周艾綸、陳佩蕙等多位牙醫師親

自教授，藉由教育訓練，提升牙科助理的新知與專業技能。

  有經驗的助理，在牙醫師從事醫事診療時，提供專業的醫療協

助，是提升醫療品質的重要環扣之一。尤其在義診現場，牙醫

器械不像在牙醫診所一應俱全，加上為了方便搬運，適合義診

現場，志工團隊發揮巧思，將所需的器械化繁為簡，做出簡易

的規劃與裝配，因此在慈濟義診現場服務的牙科助理，更是需

牙科治療主機款式不

一，講師游耀輝（後

右二）除了講解各國

治療主機的不同，以

及操作方式外，並讓

志工們上臺進行實際

操作。攝影／鄭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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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熟知所有器械及設備，幫助牙醫師順利看診，並提高診療效率

與品質。

  在第三堂課，安排桃園區的深資牙科助理彭佩瑋，分享「義診基

本器械擺放介紹」，內容是器械的擺放及使用方式，並分享在基

本器械擺放架上，志工發揮巧思，焊接一個圓型鐵框架，架於器

械架旁可放置垃圾袋，讓牙醫診療時更加便利。此外，桃園慈濟

人醫會團隊都有一件個人專用隔離衣，在器械消毒方面也有自製

的消毒袋，發揮慈濟克難精神，避免不需要的浪費。

  最後一堂課程，特別請來慈濟志工游耀輝，向學員們解說「治療

主機的認識與操作」及「管線認識與故障排除」。游耀輝參與人

醫會後勤志工多年，本身具有機械的長才，為了讓義診更加順

暢，研發牙科床、改善牙醫器械箱等，更與多位志工共同組成了

水電管線組，負責醫療器材的維修、搬運、組裝等工作。

  由於牙科義診器械，有別於其他科別，加上每次義診人員配置並

不一定都相同，因此負責治療臺的牙科助理養成格外重要，包括

主機上的管線、開關、插座、器具等，游耀輝一一說明，甚至現

場搬來了慈濟版、美國版、大陸版三種主機，讓學員都能逐一認

識，熟悉操作。

  另外，桃園人醫團隊專程帶來特製工作臺，管線志工現場組裝，

解說依照器械不同，可組裝出專屬的工作臺，一是保護機械器

具，二是方便管線的收納，三是移動方便，讓整場義診服務進行

得更為順暢。現場邀請管線志工吳啟明上臺分享海外義診時應注

意的事項，傳授寶貴的經驗給所有學員。

  課程尾聲，副召集人謝金龍醫師感恩大家的踴躍參加，雖不是牙

科專業領域的人士，但卻願意抽時間前來學習，只為了提供更好

周艾綸醫師（中間演

示者）教導學員補

牙、複合樹脂充填流

程。周醫師2002年參

加人醫會，此次幫新

進的牙科助理設計課

程，幫助他們對牙醫

義診能有整體了解。

攝影／陳坤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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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義診服務予鄉親，期待進階課程及下屆牙科學堂開課時，大家

還能一同精進研習。

 ◆ 2018.07.07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所屬雪蘭莪靜思書軒志工在梵菜香素食館發起

淨斯人文饗宴，推廣素食，同時為分會照顧戶及慈濟洗腎中心腎

友募款。

 ◆ 2018.07.07 墨西哥本土志工3月初來臺尋根、皈依證嚴上人後，返國積極落

實會務推動，6月間在荷呼特拉（Jojutla）租賃一處所，作為慈濟

墨西哥臨時會所，本日召開會所運作、志業推動規劃會議，而會

所每月水電、網路費用等開銷，由本土志工共同承擔。

 ◆ 2018.07.08 慈濟印尼棉蘭支會舉辦本年度第二次見習委員、慈誠培訓課程，

共六十一人參加。

 ◆ 2018.07.08 中國大陸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掛牌十周年慶祝系列活動，本日於

慈濟蘇州志業園區舉辦「繡出：前事今生」藝術展揭幕儀式，除

了展出多幅蘇繡作品，亦安排茶道、古琴演奏及昆曲之美講座；

展期至29日。

 ◆ 2018.07.08 斯里蘭卡慈濟志工於可倫坡辦公室舉辦志工培訓活動，分別有

十一位漢班托塔、五十三位可倫坡學員參加；講師由新加坡分會

四位志工承擔。

 ◆ 2018.07.12 《朝鮮日報》記者一行三人12至14日參訪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花

蓮各志業體、靜思精舍等，以及拜會行腳高雄的證嚴上人；並

於16日頭版及「萬海大獎『榮耀的面孔』專版」刊出慈濟相關報

導。

 ◆ 2018.07.13 慈濟基金會「2018年七月吉祥月」系列活動，即日起在全球各地

盛大舉行，內容分別有愛灑宣導、祈福會、《地藏經》共修等，

宣導正信、弘揚孝道，並推廣「環保三變淨土、清淨在源頭」理

荷呼特拉本土志工依芳

（Ivonne García，右三）、

瑪麗安娜（Marina，右

二）、羅欣塔（Rosita，左

二）及大衛（David Virgilio 

Gutiérrez Hernández，左三）

等人承租會所，在當地推

動志業。攝影／鄭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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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截至10月4日，在全球十三個國家地區，共辦二千零七十五

場，超過二十五萬人參加。

  農曆七月，對佛教而言，是吉祥月，也是佛陀的歡喜月，更是眾

生的報恩月，然而在華人傳統觀念，卻視為鬼月，為了普度孤魂

野鬼，祈求生活平安、生意興隆，往往宰殺很多牲畜、大量焚燒

紙錢香燭來祭拜。

  為了宣導正確信仰與價值觀念，證嚴上人自1974年9月10日在靜

思精舍舉辦的全省委員會員聯誼會中，對眾開示中元普度的意

義，闡述盂蘭盆會演化成為七月普度之緣由，希望大家能破除

迷信、戒殺護生。此後每逢農曆七月，慈濟基金會便擴大宣

導，導正民間迷信的風氣，並自2003年開始，將法會形式轉變

為祈福會，志工在社區舉辦愛灑活動，弘揚「七月原是吉祥

月」的理念。

  然而，中元普度習俗難改，民眾不僅習慣鋪張祭拜，更是大量焚

燒金紙，造成嚴重空氣污染。正值全球環保意識抬頭，2007年慈

濟基金會特別將環保概念融入「七月吉祥月」的宣導中，志工走

訪商家宣導「素食祭拜、不燒紙錢」觀念，盼民眾破除鬼月迷

信，身體力行愛護地球。2008年，慈濟七月吉祥月系列活動，擴

及全球各地據點，並配合各地時間，以及提升宣傳邀約效應，提

早一個月左右開跑。

  2018年七月吉祥月系列活動，依循「大愛共伴有情天，寸步鋪路

護大地」年度主題，各社區自行辦理愛灑宣導活動，包括個人家

庭、公司行號、政府機關，甚至學校、監獄、公園等地，透過茶

會、祈福會、餐會等各種形式，對民眾宣導正信孝親、環保護生

的觀念。

農曆七月應是歡喜感

恩月，為宣導正信、

正念，彰化慈濟志工

在寶勝宮前舉辦祈福晚

會，倡導孝親、環保理

念。攝影／林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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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於近年塑膠垃圾禍害海洋生態，全球各地陸續發起減塑運

動，此次七月吉祥月的環保理念推廣，比重更勝往年，不但結合

了「愛地球很簡單．135環保運動」，宣導每日用水一根筷子水

龍頭之流量，珍惜水資源，以及蔬食三好、餐餐茹素顧好健康，

隨身五寶、減少一次性用品，推動「敬天愛地聚福緣」的理念。

同時，在宣導中也融入「環保三變淨土」的推廣，在常態活動中

做到「清淨在源頭」，不但不製造垃圾，更能做到資源回收再利

用，進而影響民眾，讓他們隨手輕鬆做環保，更願意把環保理念

帶回家中落實。

  除了宣導、愛灑活動外，也依例於農曆七月月初、月中、月底各

三日晚間舉行《地藏經》禮拜，全球慈濟據點均可透過視訊連線

靜思精舍，同步進行共修。另外，為了擴大宣導孝親精神，慈

濟自7月28日至9月9日在全臺舉辦二十八場「七月吉祥孝親祈福

會」，結合《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經藏演繹，同時也邀請人人

虔誠齋戒、發大懺悔心，為天下蒼生祈福，逾九萬人與會。

  其中，9月9日在花蓮靜思堂舉辦的兩場祈福會，別具意義，特別

邀請慈濟減災希望工程學校，包括國風國中、化仁國中、明義國

小、佳民國小、中原國小，以及尚在工程中的三民國中，還有豐

濱國中、美崙國中、宜昌國中、豐山國小等校長、師長、學生，

加上縣府代表等，共二百四十五人參與演繹。

  慈濟減災希望工程，自2014年起陸續在高雄、屏東、花蓮、臺東

及苗栗等地，為二十六所中小學修建校舍。硬體建設雖完工，但

軟性的人文教育，如何在孩子心靈建構美善的品德教育，才是更

重要的課題，因此繼去年臺東後，今年七月吉祥孝親祈福會，邀

請花蓮縣減災工程師生參與。許多師長參與演繹，熟讀經文字

七月吉祥孝親祈福會，最後

一場在花蓮靜思堂舉行，有

來自慈濟減災希望工程各校

師生、縣府代表參與演繹，

更在活動中請來幼兒園小朋

友，大聲呼籲人人一同來響

應「慈濟135環保運動」。

攝影／羅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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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不僅自己體會到孝親的重要，更認為學生參加演繹，可以讓

他們深諳「行善、行孝不能等」的道理。

  畢業於國風國中，目前就讀花蓮高中的張雨真，出生後不久即被

棄養，是養母發現她並一手撫育長大。她參與〈親情〉段落的演

繹，以此感念母親養育之恩，以及跆拳道教練的培育之恩，也感

恩慈濟自她國中就學以來，協助生活及出國比賽所需的費用。

  見證分享時刻，張雨真的母親坐著輪椅、戴著氧氣罩來到現場為

女兒加油打氣，她極力用著沙啞的聲音，艱難地說出：「雨真從

小就很乖，個性活潑正向，以前是我照顧雨真，現在自己身體不

好了，換雨真照顧我，讓我感到很欣慰。」雨真的故事，讓許多

人感動落淚，全場用掌聲給予母女倆最大的鼓勵。

  對於此次演繹，花蓮縣教育處長劉美珍深有所感，能將各校的

學生召集在一起，並透過演繹內化自己行為，學生的教養及氣

質就會不一樣。劉處長第一次參與七月吉祥孝親祈福會，感覺

如沐浴春風，並強調孝順父母，應該是每一個為人子女應該做

的事情。

慈濟七月吉祥月活動

也走入了監獄，澎湖

慈濟志工以短劇「咬

指痛心」、手語「跪

羊圖」現場表演，勉

勵大家時時發好心、

感念父母恩。攝影／

鄧寶珠

慈濟二十八場七月吉

祥孝親祈福會，以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

經》為主軸，透過

經藏演繹、戲曲等表

演，期能弘揚孝道倫

理，帶動民眾孝親。

攝影／黃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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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7.14 慈濟印尼分會八十一位志工，14、15日於馬來西亞參訪慈濟雪隆

分會所屬環保站及環保點，學習環保志業推動經驗。

 ◆ 2018.07.15 尼泊爾索南多傑仁波切及中華貝瑪桑巴瓦慈善會成員等一行四

人，到高雄靜思堂拜會證嚴上人，感恩慈濟伸援中華貝瑪桑巴瓦

學校（簡稱雪山學校）。

 ◆ 2018.07.16 美國德州休士頓巿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共六十位學生，於

16、23日分兩梯次參訪慈濟德州分會。

 ◆ 2018.07.17 約旦哈希米慈善組織（Jordan Hashemite Charity Organization）

秘書長艾爾曼（Ayman Riad Al Mufleh），本日參訪慈濟印尼分

會，交流境內難民關懷等經驗。

 ◆ 2018.07.18 由敦和基金會與中國慈善聯合會共同舉辦的第二屆「敦和‧竹林

論壇」在北京舉行，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主任何日生代表

參加，並以「慈濟圓形組織」為題進行演講，詮釋證嚴上人立體

琉璃同心圓的理念。

 ◆ 2018.07.22 慈濟基金會3月18日起陸續在全臺各地舉辦環保志工精進聯誼，

最後一場本日在中區舉行。本年度共辦十一場，計八千三百九十

位環保志工參加。

  1990年，證嚴上人一句輕輕的「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開啟了

慈濟環保志業的濫觴，更帶動海內外許多人響應，加入環保志工

行列，其中更不乏年長者，他們雖然不識字，但是心中有佛法，

在生活上回歸儉樸，甚至為了做環保，天天早出晚歸，付出的同

時更結了許多好人緣，帶動街坊鄰居一起愛護地球。

  上人稱這群環保志工為「草根菩提」，讚歎他們在平凡的人生

中，做出別人做不到的平凡事，不談學問，不論地位，身體力行

做環保，用心疼惜物命，就像是保護大地的菩薩。但也心疼環

精進聯誼佈達新知，

也不忘環保志工身體

健康，於課程中，以

〈幸福的臉〉團康帶

動，讓志工們活絡身體

筋骨。攝影／魏岩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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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志工經常與資源回收為伍，尤其偶聞志工在整理時不慎受傷，

或外出回收時發生意外，因此叮囑宗教處要照顧好所有的環保志

工，他們為保護地球而付出，我們更應該要珍惜、疼愛、保護好

每位環保志工。

  一年一次的環保志工精進聯誼活動，於焉而生，由宗教處統籌、

各社區承辦，不僅是環保志工之間的感情聯誼、交流機會，更是

佈達環保新知、宣導安全的重要場合。今年課程安排，除了志工

早會連線、禮拜《法華經序》，以及志工薰法香、做環保的心得

分享外，宗教處特別規劃一堂「安全健康宣導防護」課程。

  有感於全臺灣各地環保志工所發生的事故，有車禍受傷的，有未

戴安全帽從環保車上摔下來傷到頭部的，還有誤收廢棄的腳踏

車，被告竊盜的一些實例，「安全健康宣導防護」課程的目的，

就是要呼籲環保志工做環保的當下，更要確實做好自我保護的安

全措施，人人都要有「安全第一」的共知，更要有「快快樂樂出

門、平平安安回家」的共識，最後落實「做環保，安全帽、口

罩、手套不能忘；遵守交通安全；按時量血壓；環保站維持乾

淨，預防跌倒受傷」的共行。

  此外，課務團隊也請來醫護人員分享健康新知，讓環保志工能愈

做愈健康。在臺北場次，邀請臺北慈濟醫院眼科主任沈姵妤解說

「明察細究護明珠」，告訴環保志工關於眼睛的醫療知識，並以

實際的病歷解說，平常應該如何注意眼睛的蟲蟲危機，早發現、

早治療；在臺南場次，則是請到中醫師來為環保志工的健康把

脈，還請來營養師教導大家如何均衡飲食，吃出健康。

  另外，在桃園場次，特別請大愛感恩科技公司職工林政雄，來分

享環保志工辛苦回收分類的寶特瓶，如何變成環保毛毯，進而送

每位環保志工是慈濟的

寶、上人的寶，更是地

球的寶，保護他們的健

康安全，人人責無旁

貸，宗教處年年用心

規劃課程，期能傳達新

知，也關心每位環保志

工。攝影／張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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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內外苦難人手中，以及「高機能性壓力衣布料」研發過程；

並預告第六代「福慧健康智慧佛珠」，具有報到、血壓監測與許

多令人期待的功能，目前已在梅山環保站試行，之後將會普及全

臺，守護所有環保志工的健康。

  早年各地慈濟團隊，均會各自辦理感恩聯誼活動，一來感謝環保

志工的付出，二來交流感情、互相分享做環保心得，而今環保志

工精進聯誼，成為年年例行的活動，透過精進課程傳遞環保新知

識，也關心環保志工身心靈健康。此外，各區慈濟人醫會、慈濟

醫院也針對環保志工，紛紛展開健康篩檢、衛教宣導等，也是希

望能為環保志工盡一分心力，守護他們的身體健康。

 ◆ 2018.07.22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為鼓勵牙科專業志工定期接受醫療教育訓

練，於南愛滿地慈濟門診中心舉行牙科精進教育課程，安排州政

府牙醫法律、根管治療、慈濟義診紀實、急救方法等內容，共

三十四人參加。

 ◆ 2018.07.27 新北市新莊區慈濟志工在北區國稅局新莊稽徵所舉辦「七月吉祥

愛灑祈福會」，推廣齋戒護生、減塑護地球觀念，共一百零四位

國稅局員工與慈濟志工參加。

 ◆ 2018.07.28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28、29日在三峽志業園區舉辦首次「教育團隊

幹部課程研討工作坊」，讓九十位來自大愛媽媽、親子成長班、

慈少、慈藍等教育功能幹部志工，透過課程交流互動，發想創意

思維，設計出更完善的教案規劃。

 ◆ 2018.07.28 慈濟「2018雲嘉教育功能團隊增能研習」在雲林北港聯絡處舉辦，

共一百二十二位學員參加，透過課程交流提升教育專業素養。

 ◆ 2018.07.28 臺南巿仁德區慈濟志工在德南國小舉辦七月吉祥月愛灑活動，宣

導普度意義，並推廣環保茹素愛地球的觀念，約四百一十人參加。

 ◆ 2018.07.28 慈濟臺北分會在板橋志業園區舉辦醫院志工基礎課程，來自板

橋、土城、樹林、三峽等地計六百六十四位志工參加。

 ◆ 2018.07.28 中國大陸福建泉州慈濟志工於28至29日舉辦見習志工研習課程，

首日了解慈濟人文、環保知識，次日安排學員至崳山島淨灘，清

理瑪麗亞颱風帶來的海漂物，為大地付出、力行環保。

 ◆ 2018.07.28 美國加州第二十七選區眾議員趙美心舉行「第九屆年度國會領導獎

（9th Annual Congressional Leadership Awards）」頒獎典禮，表揚該選

區內的志工、企業、非營利組織、教育工作者等優秀團體或個人，

慈濟美國總會榮獲年度志願者獎項（ Volunteers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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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7.29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舉辦訪視培訓課程，來自馬六甲、淡

邊、麻坡、芙蓉、居鑾和烏魯地南約三百位學員參加，交流如何

深化個案訪視層面，並增進訪視報告書寫技巧、訪視知識和掌握

社會福利資源等。

 ◆ 2018.07.29 慈濟馬來西亞芙蓉聯絡處舉辦環保志工精進課程，邀請回收商代

表分享電子廢棄物、塑料回收現況，並宣導「慈濟135運動」環

保新動向及「環保三變淨土」理念。

 ◆ 2018.07.29 菲律賓慈濟志工響應百萬菩薩大招生運動，成立一日一善社群，

以建設基金籌募為目標，即日起透過微信紅包科技募心募愛，截

至8月18日共募得六百二十五位會員。

 ◆ 2018.07.29 慈濟美國紐約合心區精進一日活動在長島支會舉辦，來自紐約、

長島、波士頓、布碌崙和曼哈頓等地共一百六十一位學員及二位

慈青參加。

 ◆ 2018.07.30 馬來西亞柔佛州行政議員陳泓賓等人首次到訪慈濟新山支會，由

副負責人李有日等接待，雙方洽談合作推動垃圾減量、資源回收

的可行性。

 ◆ 2018.07.31 「慈濟南非德本本土幹部動、靜態研習週」即日起至8月4日展

開，除德本二百五十八位志工參加以外，另有約堡、東開普省及

史瓦帝尼共三十五位本土志工跨區參與，安排大愛菜園觀摩、病

患個案訪視、社區關懷愛灑、下鄉冬令發放等活動，並進行史瓦

帝尼幹部溫馨座談、第三十四次本土幹部研習會。

八月

 ◆ 2018.08.01 紐西蘭慈濟志工一行五人應邀奧克蘭豪域區扶輪社八月例會，向

眾人介紹慈濟緣起、竹筒歲月及四大志業現況。

 ◆ 2018.08.02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2至5日在吉隆坡靜思堂舉辦「2018年大馬

慈濟情共識研習營」，邀請臺灣大愛電視臺團隊擔任講師，全馬

共八十四位職工、人文真善美志工參加。

 ◆ 2018.08.03 「2018年慈濟同仁人文教育研習營」3至7日在花蓮靜思堂、靜

思精舍舉辦，來自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志業體新進職工共

一百五十三人參加，了解慈濟緣起、各志業推動因緣及現況。

 ◆ 2018.08.03 泰國社會發展與人類安全部（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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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uman Security）首次舉辦為期三天的「泰國社會博覽會

（Thailand Social Expo 2018）」，慈濟泰國分會應邀參與設攤，

向民眾介紹慈濟，以及香積飯、環保毛毯等慈悲科技產品。

 ◆ 2018.08.04 慈濟南非德本第三十四次本土幹部研習會在愛丁頓小學舉辦，共

二百九十三位德本、約翰尼斯堡、東開普省、史瓦帝尼本土及華

人志工參加。此次課務規劃、教材示範、動線串連、活動紀錄

等，均由本土青年主導籌備，顯現研習會愈加本土化趨勢。

 ◆ 2018.08.05 慈濟馬來西亞根地咬聯絡處舉辦新進志工課程，全程以馬來語

授課，吸引根地咬、丹南、亞庇、納閩、擔布南等地共五十四

人參加。

 ◆ 2018.08.06 慈濟基金會職工、志工前往中國大陸進行環保推動會務關懷行

程，本日起至9月5日先後於華南、華東、華北與東北地區城市，

與當地環保志工交流推廣現況、推動經驗及未來方向。

 ◆ 2018.08.09 印尼宗教間獎學金（Indonesian Interfaith Scholarship）歐洲聯盟

代表十一人，在印尼外交部和宗教部代表陪同下參訪慈濟印尼

分會。

 ◆ 2018.08.09 慈濟加拿大分會共四十六位志工及職工前往卑詩省省督府參

訪，向新上任的第十三任省督奧斯汀女士（Janet Austin），介

紹慈濟志工的社區服務點滴。奧斯汀女士也是溫哥華女青年會

（YWCA）執行長，因慈濟志工自2013年起參與該會的「弱勢兒

童背包文具發放計畫」，而識慈濟。

 ◆ 2018.08.10 慈濟南非分會德本國際志工團會同約翰尼斯堡慈濟志工，一行

十六人10至15日展開馬拉威共和國（Republic of Malawi）第一次會

務關懷行動，探訪馬沁杰芮（Machinjiri）、可倫巴（Calamba）社

區，關懷貧戶並拜會當地酋長，為未來慈善工作鋪路。

慈濟志工黃紹光  (右

一) 向泰國社會發展

與人類安全部部長阿

南塔蓬（Anantaporn 

K a n c h a n a r a t，左

一），解說環保毛毯

的材質和由來。攝影

／蘇品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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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後，國際志工團會再度前往關懷會務，除了授以灰衣志工

服予當地青年麥可（Mike Kachimanea）等六位本土志工外，並

在他們的陪伴下，9月8至12日走訪馬沁杰芮社區、可倫巴社區的

青溝貝部落（Ching’ombe）訪視個案，以及贈鞋予納米郎可小

學 （Namilango LEA Primary）約二十位清寒學生，將慈善訪視流

程、做法等傳授給麥可等人。11月間，志工團三度出發，此行只

有四位本土志工承擔，而且首次搭乘巴士從南非德本出發，橫越

辛巴威、莫三比克，耗時三天抵達馬拉威，來回共耗時六天。

  馬拉威是一個位於非洲東南部的內陸國家，毗鄰莫三比克、坦尚

尼亞及尚比亞，仰賴農業出口維生，但因受境內乾旱、水災等影

響，加上愛滋病和瘧疾等傳染病蔓延、高生育率、人民教育程度

偏低等種種問題，致使經濟成長停滯不前，全國五成人民生活在

貧窮線以下，被聯合國列入最低度開發國家之一。

  慈濟基金會於1992年在南非成立非洲第一個據點，落實慈善等志

業推動，接引許多本土志工加入志工行列，截至2017年底，已拓

展至七個非洲南部國家，包括南非、賴索托、史瓦帝尼、莫三比

克、辛巴威、波札那及納米比亞。其中，波札那、納米比亞兩國

分別於2014、2015年，由慈濟國際志工團前往開展會務，在當地

推動濟貧慈善工作。

  跨國會務關懷的最早起因，源於2012年在慈濟全球聯合董事會

上，南非團隊報告會務時，即將接任執行長一職的潘明水發願除

了對內強化外，還要積極拓展耕耘非洲這塊大福田。在獲得上人

同意與祝福後，南非分會便組成一支德本國際志工團，負責跨國

關懷及會務拓展，主要成員有潘明水及慈蒂、慮度等多位德本本

土志工；另外，約翰尼斯堡、雷地史密斯等地志工也會共襄盛舉。

馬 拉 威 青 年 麥 可

（左）送上米糧給貧

困戶，並以齊切瓦語

介紹慈濟。他是讓慈

濟團隊得以走入社

區、直接關懷貧病個

案的重要推手。攝影

／周憲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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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在慈濟非洲南部董事會，潘明水請示「非洲南部第八

國——馬拉威志業擴展跨國計畫」獲准後，團隊歸國即展開資料

蒐集、行程安排與協調等。其中，約翰尼斯堡慈濟志工周憲斌，

是促成馬拉威會務啟動的關鍵人物，因感念上人日日解述《法華

經》，遂發願要拓展出第八國，甚至積極聯繫多位熟悉馬拉威的

僑界人士，才讓8月第一次跨國行程得以順利進行。

  除了周憲斌外，馬拉威青年麥可則是讓慈濟團隊得以走入社區、

直接關懷貧病個案的重要推手。他在2017年10月於南非一處巴士

站，由德本本土志工本善主動介紹慈濟志業，兩人當時相談甚

歡，留下聯絡方式，更在12月受邀出席德本「本土幹部和氣月

會」，與本土志工們相見歡。

  因此，國際志工團第一次到馬拉威時，遂與麥可聯繫，且第一站

的社區訪視便在他的帶領下，到他居住的馬沁杰瑞社區關懷。8

月初訪時，發現一位老人愛麗妮絲（Elliness），居住環境惡劣，

於是召集鄰居幫忙打掃，9月第二次關懷時更把握因緣，趕在雨

季來臨前，帶領著居民一起為老人修繕房屋。

  除了馬沁杰瑞外，麥可和哥哥理查也透過朋友介紹，帶著慈濟志

工團隊訪視另一個可倫巴社區的青溝貝酋長部落。酋長高非．

馬度卡尼（Godfry Madukani）得知志工來訪用意後，也陪同進行

居家訪視，8月初見志工時即留下不錯印象，未料9月志工再度來

訪，更帶來了食物、衣服幫助部落居民，令他感到慈濟志工是真

心誠意想幫助他們，於是也穿上志工背心，協助志工發放。

  除了德本本土志工在社區發起募集的二手衣，以及二十公斤愛心

大米外，志工還準備了五十雙白鞋，其中約二十雙贈予馬沁杰芮

社區的納米朗可小學清貧學童。由於物資數量有限，包括在可倫

慈濟南非分會德本國

際志工團首次到馬拉

威會務關懷，團隊跟

著本土志工訪貧，贈

送米糧給清貧民眾。

攝影／周憲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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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社區部落的發放，都只能從中選出最需要的清貧家庭及學生。

  當國際志工團返回南非，約一週後，志工收到麥可傳來的照片，

原來他自行募集鞋子，再回小學發放給當時因尺寸不合、未領到

鞋子的孩子，讓慈濟跨國關懷行動更加圓滿。此外，麥可也於10

月26至28日特別來到南非，先跟著德本本土志工下鄉訪視，熟悉

慈善濟貧工作，接著參加慈濟非洲南部本土志工幹部研習營，更

深入了解慈濟。

  上人在10月29日志工早會中，讚歎南非慈濟志工以無畏之心，到

馬拉威開拓展慈濟志業，在物資有限的困難中，也試著引導當地

民眾做到手心向下，「菩薩入人群，讓窮困的人有機會得到心靈

的膚慰，還有物質上少許的幫助，所以慈濟人在非洲第八個國家

以善法灑播愛種子，讓他們轉貧為富，這就是人間菩薩付出的目

標！」

 ◆ 2018.08.11 時逢農曆7月1日，慈濟志工分別在彰化縣鹿港龍山寺、新竹縣關

西太和宮舉辦七月吉祥月祈福會，破除傳統鬼月迷信、倡導正信

正念，並宣導環保的重要性。

 ◆ 2018.08.11 慈濟柬埔寨聯絡點首次舉辦七月吉祥月祈福會活動，共

一百二十二位志工、會眾參加。

 ◆ 2018.08.11 慈濟美國達拉斯分會七月吉祥月活動，除了11日起與臺灣本會三

次連線恭誦《地藏經》，本年度另於連線後新增「舊法用心知」

共修課程；進入第十二年的吉祥月意涵暨素食推廣則於18日開

始，四場共八百多人次參與。

 ◆ 2018.08.12 慈濟柬埔寨聯絡點舉辦年度第三次志工培訓課程，主題為教育與

環保志業，由新加坡分會副執行長趙信玉帶隊前往協助規劃課程

內容。

慈濟團隊跟著可倫巴

酋長下鄉訪貧，志工

潘明水（右一）把握

時間教導小朋友各種

人文禮儀，一旁陪伴

的是南非僑領陳阡蕙

（右二）。攝影／周

憲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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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12 證嚴上人獲頒第二十二屆韓國萬海和平大賞（The Manhae Prize 

For Peace）。頒獎典禮於韓國江原道麟蹄郡麟蹄邑Sky falling 

Center舉行，由靜思精舍德勷師父代表領獎。

  為紀念韓國萬海法師一生致力於維護和平、為理念奉獻的精神而

成立的萬海祝典推進委員會，自1997年起舉辦萬海大賞，獎項分

為和平大賞、力行大賞、文藝大賞共三項，各選出在全球具影響

力的人予以表揚；其中，歷屆和平大賞得獎人包含南非總統納爾

遜．曼德拉、達賴喇嘛等。

  萬海和平大賞在韓國有「小諾貝爾獎」之稱，年年在全球選出具

有正向影響力的人物。萬海祝典推進委員會選出證嚴上人為2018

年度和平大賞得主，於7月9日函致慈濟韓國聯絡點，邀請出席頒

獎典禮；與此同時，《朝鮮日報》記者卞熙媛等人特於12至14日

來臺參訪慈濟志業體、拜會證嚴上人，並於16日在頭版及「萬海

大獎『榮耀的面孔』專版」刊出慈濟相關報導。

  8月12日頒獎典禮活動，由靜思精舍德勷、德澍師父，慈濟基金會

宗教處職工劉秋伶，以及慈濟志工李憶慧、崔美仙等五人代表臺

灣團隊出席，會同韓國慈濟志工朴東燮、嚴淑齡等人共同與會。

  德勷師父代表上臺領獎時，並恭讀上人的感謝函，表達對主辦單

位韓國萬海獎評審委員會委員們的感恩之意，以及由衷敬佩萬海

法師對宗教與人類文明的影響及貢獻，並表示此分殊榮歸屬海內

外慈濟人所共同擁有。

  翌日志工早會中，上人再次表示得獲萬海和平大賞獎項，自己的

心情是既感恩又慚愧，這個獎項不是個人所應得，而是全球慈濟

人共領殊榮，這是韓國對慈濟的愛護與勉勵。

  慈濟與韓國的因緣，可推溯至三十多年前，位於首爾的藥水寺住

證嚴上人獲選為今年

韓國萬海和平大賞得

主，由靜思精舍德勷

師父由靜思精舍德勷

師父（左五）代表領

獎後，眾人上臺共同

合影。攝影／劉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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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妙喜法師，輾轉從一耘法師帶回的《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等

簡介，得知上人籌建慈院之悲願，且從事救濟工作多年，因而慕

名來訪。

  雙方第一次見面，是在花蓮慈濟醫院的工地；第二次見面是在

1986年8月16日，妙喜法師領著多位法師來訪，致贈韓國佛教一

尊國寶級的彌勒菩薩像複製品，作為藥水寺與慈濟的結盟紀念

品，並參加翌日花蓮慈院啟業典禮。同年10月27日，妙喜法師三

度來訪，這次代表藥水寺與靜思精舍締結姊妹寺。

  法喜法師特別向上人索取一件海青，表示回韓國後一定要把慈濟志

業建立起來，打算籌辦老人安養院，照顧老人。然而，人生無常，

妙喜法師未能遂其在韓國落實慈濟志業之願，即因重疾而往生。

  2008年也有一位因先生調職，從美國轉居韓國的委員，在當地找

來幾位嫁到韓國的華人婦女，雖然有心推動志業，卻也因職務再

度異動，慈濟在韓國的志業因緣遲遲未能成熟。直到2010年，朴

東燮、嚴淑齡伉儷的出現，成為慈濟在韓國的種子，才讓慈濟韓

國志業得以萌芽。

  朴東燮於1963年出生在全羅南道高興郡的一戶農家，翌年才向政

府登記戶口，經歷數次搬家、韓國民主運動等，1988年來到臺灣

師範大學語言中心，學習中文半年左右，回到韓國復學，於建國

大學畢業後再來臺，攻讀政治大學邊疆研究所（現更名「民族研

究所」）。來臺期間結識嚴淑齡，兩人1994年締結連理。

  在1997年前，朴東燮任職韓國公職近五年，包括韓國駐臺外交事

務、金泳三總統府國家安全事務、仁川機場興建監督等；離開後

先是接手一家旅行社，無奈遇到1998年金融風暴被迫關閉，之後

輾轉到中國大陸經商，進而有機會擔任金泳三總統與臺塑王永慶

韓國曹溪宗藥水寺與

靜思精舍於1986年10

月27日締結成為姊妹

寺，由該寺住持妙喜

法師（左）、證嚴上

人（右）代表簽約。圖

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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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之間的翻譯溝通窗口，之後甚至創業開公司。

  2010年10月，朴東燮、嚴淑齡應山東德州皇明集團董事長黃鳴的

邀約，來臺參加慈濟實業家靜思生活營，初次踏入慈濟，並皈依

上人。兩人先後於2011、2012年受證成為慈濟委員。

  在韓國一切從零開始，朴東燮一改過往生活，戒酒茹素，利用假

日辦茶會邀朋友參加，但當地民眾多數信仰基督教，加上捐款有

收據報稅問題，且有許多以宗教名義為晃子的詐騙集團，因此要

推廣「佛教慈濟」並不容易。最後兩人決定改變做法，先成立中

華教育交流中心，運用慈濟教育志業體的資源，促成與韓國學

校交流、締結姊妹校，也引薦孩子到臺灣讀書，使其父母放心孩

子能得到妥善照顧，進而認同慈濟，參加活動或成為會員。截至

2018年6月，已有四十多位學生在臺讀書，學生家長們因此經常

出席、響應慈濟活動。

  萬海和平大賞的頒發，讓韓國民眾更加認識、了解慈濟。此外，

當地唯一一家佛教電視臺（BTN）更無償提供首爾瑞草區的一處

大樓空間，作為慈濟韓國辦事處，於8月14日正式啟用，未來相

關慈濟活動均可在此辦理，無須再四處商借或租賃場地，有助於

慈濟會務得以穩健推動。

韓國慈濟志工朴東

燮、嚴淑齡前往首爾

巿草部里，探視獨居

的老奶奶，關懷生活

近況。圖片／慈濟基

金會提供

朴東燮、嚴淑齡伉儷

積極推展韓國慈濟志

業，除了促成臺韓教

育交流，並以旅遊急

難、獨居濟貧推動慈

善工作。圖片／慈濟

基金會提供



206

52 ｜證嚴上人感謝函｜

尊敬的與會嘉賓大德：大家好！

承蒙萬海祝典推進委員會的愛護與肯定，有幸獲頒第二十二屆的

萬海和平大賞，證嚴備感榮幸。此分殊榮不僅於證嚴個人，也屬於海

內外慈濟人所共同擁有；足見萬海祝典推進委員會致力於促進人類和

平的宗旨，與慈濟努力落實佛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並無

二致。

慈濟自1966年成立以來，抱持「人傷我痛，人苦我悲」的情懷，

積極推動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環保志業，已經跨越種族、國

家、語言、膚色、信仰的界限，全球五大洲九十五個國家地區都有慈

濟人愛的足跡。

譬如1994年慈濟人走入南非祖魯族黑人社區，協助改善生活。

多年後，他們也組織起來幫助其他地區脫離貧困，並深入社會角落關

懷愛滋病患。如今非洲包括莫三比克、辛巴威、納米比亞、賴索托、

史瓦濟蘭、獅子山等國都有慈濟志工；他們是基督徒卻投入慈濟做志

工，他們說：「我們是做上帝的工，通過慈濟，我們更接近上帝。」

透過無私付出，慈濟讓不同的宗教信徒找到共同的真理——愛。

社會動盪，天災頻仍，慈濟人用愛投入慈善，拔苦予樂，希望締

造一個人人平安、心靈自在的祥和社會，讓世界變得更祥和美好。

由衷敬佩萬海法師對宗教與人類文明的影響及貢獻，作為一位獨

立運動家兼宗教家，法師一生致力於維護和平、為理念奉獻的精神，

令人景仰；而為紀念法師而成立的萬海祝典推進委員會，發揚和平、

倡導力行、推動文藝教化的願行，令人感佩與讚歎。

再次感恩委員會的鼓勵，與蒞會嘉賓的指導，讓慈濟有機會在

此向大家學習。證嚴因故未能與會，謹請德勘法師與德澍法師代表受

獎，恭祝大會圓滿成功。祈願大愛廣被寰宇，佛光普照人間。無任銘

感！

祝福大家　福慧雙修　平安吉祥

臺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創辦人　釋證嚴

2018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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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14 印尼慈濟志工前往雅加達雙芒果地區（Mangga Dua）的安達集

團（PT Agung Sedayu Grup）辦公室，為龍目島地震災民募心募

款；同日，慈濟國際學校也在食堂啟動募心募款活動。

 ◆ 2018.08.15 慈濟美國各分會人事異動。即日起，紐約分會執行長由蘇煜升接

任；新澤西分會執行長由李翠玲接任，並新聘張嘉桓擔任副執行

長；夏威夷分會執行長由范峰亮接任，副執行長由賴昌棣、李正

森、歐友涵共同承擔。任期二年。

 ◆ 2018.08.17 慈濟美國總會17至19日在聖迪瑪斯志業園區舉辦「全美慈青、學

長暨慈懿幹部研習營」，來自全美各地慈青、慈少、慈青學長、

慈濟志工等共二百四十八人參加。

 ◆ 2018.08.18 慈濟印尼巴淡島聯絡處靜思堂，歷經近三年工程，於2018年3月

21日竣工，本日盛大舉辦啟用典禮，來自臺灣、新加坡、馬來西

亞及全印尼等逾一千二百人共襄盛舉；其中，靜思精舍德俱、德

倪、德寧、德淳師父代表參加，並帶傳證嚴上人的祝福，期許巴

淡志工多用心，共識推動志業，落實人間菩薩大招生。

  巴淡慈濟會務始於2000年義診，2005年8月17日成立聯絡點，

2009年8月12日升格聯絡處，位於中溫莎C區（Windsor Central 

Blok C）的舊會所，為志工謝俊波無償提供使用。

  巴淡島轄屬印尼廖內群島省，是印尼眾多小島中最靠近新加坡的

島嶼，船程約一小時。因其地理位置，1960年代後列為星馬印三

國經濟開發區，更進一步開放為自由貿易區，並自1990年代後觀

印尼巴淡島聯絡處靜思堂啟用

典禮，靜思精舍常住師父及

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全

印尼各地志工和會眾前來共襄

盛舉。攝影／Arimami Suryo 

Asm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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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業快速發展，雖然帶動了經濟、人口高速成長，卻也拉大了城

鄉差距，島上原住民生活依舊貧困，即便生病也無力就醫，小病

拖成大病。

  慈濟與巴淡島因緣，始於2000年初的大型義診活動。新加坡慈濟

人醫會1999年成立，但因星國福利完善、醫療體系完整，而人醫

會還有能量從事更多的工作，因此慈濟新加坡分會與印尼分會協

調在巴淡島舉辦義診，除了為當地清寒病患提供醫療機會，也為

新加坡這群有心的醫護人員開闢一方耕耘的福田。

  2000年1月，新加坡、印尼分會與印尼空軍醫療團，首次在巴淡

島舉辦為期兩天的大型義診，嘉惠逾一千五百名病患。由於巴淡

島毗鄰新加坡，此後義診逐漸由新加坡慈濟志工全力投入，更形

成了每年兩次的固定大型義診，截至2005年底，已服務超過兩萬

名病患，對象多是島上或鄰近小島的原住村民，他們多是家境清

寒、無力就醫，飽受腫瘤、兔脣、氙氣等疾病纏身。

  2003年下旬，新加坡慈濟志工前往巴淡島舉辦幸福人生講座，從

中招募許多有心人加入志工與會員的行列。同年7月12日，巴淡

島臨時聯絡點成立，展開勸募、慈善訪視濟貧、協助關懷義診後

續病患等工作；甚至有些無法在義診現場就醫的個案，也在巴淡

島與新加坡志工的合作下，轉介到臺灣花蓮慈濟醫院或新加坡醫

院，如罹患「巨大型齒堊質瘤」的五歲男童諾文狄。

  2004年底，經常往來巴淡島與雅加達的企業家張天來先生的出

現，並且大力支持慈濟巴淡島義診，讓新加坡分會執行長劉銘達

覺得因緣已成熟，遂主動向臺灣花蓮本會提議，將巴淡島會務移

交回印尼分會。2005年6月，在證嚴上人慈允下，巴淡島會務回

歸印尼分會，同年8月17日成為正式聯絡點，由張天來擔任負責

印尼巴淡島慈濟緣起

於2000年大型義診，

爾後年年舉辦，嘉惠

島民。當時由新加坡

分會負責統籌會務，

直到2005年因緣熟移

交印尼分會。攝影／

林翠蓮（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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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09年升格聯絡處，負責人一職改由志工呂保璇接棒。

  巴淡島聯絡點成立以來，除定期舉辦志工培訓，慈善、醫療會務

也拓展到周圍小島，由一開始的捐血活動及義診，在島上撒播愛

心種子，直到2011年及2014年丹戎巴萊‧卡里孟（Tanjung Balai 

Karimun）與丹戎檳榔（Tanjung Pinang）相繼成立慈濟聯絡點。

  隨著志業蓬勃發展，志工人數也逐年增加，中溫莎Ｃ區的會所空

間愈顯不足，經慈濟印尼分會向臺灣花蓮本會提議獲准後，繼雅

加達、萬隆，印尼第三所靜思堂將落座在巴淡島。

  巴淡島靜思堂2015年6月14日動土，2018年3月21日舉辦竣工搬遷

慶祝活動，全棟六層樓，占地八千一百五十二平方米，建築總面

積七千二百五十二平方米，其中包含環保站。如同其他靜思堂，

設計理念包括抗震功能，禁得起芮氏規模7地震，以作為將來災

難發生時的援助中心及公共廚房。興建期間，巴淡島慈濟志工舉

辦多場賣義活動，籌募建設基金，連巴東、新加坡慈濟志工也前

來支援。

 ◆ 2018.08.18 慈濟印尼分會四合一精進研習營，18、19日在雅加達靜思堂舉

辦，以法脈課程及《無量義經》為研習主題，計五百一十五人參

加；臺灣本會由靜思精舍德俱、德倪、德寧及德淳師父帶隊前往

授課，並關懷當地會務發展。

 ◆ 2018.08.18 慈濟基金會慈善志業發展處於臺北巿東區聯絡處舉辦為期二天的

「一○七年全國長者初級運動指導員培訓工作坊」，培訓五十五

位種子志工成為運動指導員，協助社區關懷據點運作，以及帶動

社區長者運動。

 ◆ 2018.08.18 高雄巿苓雅區慈濟志工在五塊厝關帝殿舉辦七月吉祥月愛灑

活動，約六十位會眾參加，其中也包括社區關懷據點的長者

與家屬。

 ◆ 2018.08.18 中國大陸廣東、廣西與湖南慈濟志工齊聚深圳布吉慈濟環保教育

站，參與華南區環保種子培訓課，聆聽臺灣慈濟志工分享實踐環

保經驗。

 ◆ 2018.08.19 新北巿泰山、五股區慈濟志工首次在頂泰山巖文化交誼廳舉辦七

月吉祥月祈福會，提倡正信普度意義，並供餐宣導茹素護生觀

念，逾六百人參加。

 ◆ 2018.08.19 新北市新莊區慈濟志工於新莊中港福德宮前，舉辦七月吉祥月祈

福會，約三百八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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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19 高雄巿慈濟志工在新興區忠孝公園舉辦七月吉祥孝親感恩祈福

會，約二百三十位民眾參加。

 ◆ 2018.08.19 慈濟加拿大多倫多支會舉辦七月吉祥祈福會，宣導蔬食減碳觀

念，計二百八十二人與會。

 ◆ 2018.08.22 花蓮慈濟志工於新城鄉康樂村老人會館，舉辦七月吉祥月祈福

會，宣導正信、茹素、環保等觀念，近七十位鄉親參加。

 ◆ 2018.08.22 慈濟基金會22、23日參加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第六十七

屆聯合國公共資訊部門暨非政府組織會議（The 67th UN DPI/

NGO Conference），由美國、德國慈濟志工代表出席，並於23日

主辦一場周邊論壇，發表「與地球共生息」、「清淨在源頭」的

環保理念。

 ◆ 2018.08.25 中國大陸「慈濟華東華中環保幹部研習營」25、26日於慈濟上海

長風聯絡處舉行，臺灣講師與當地志工相互交流環保經驗。

 ◆ 2018.08.25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七月吉祥月祈福會，2017年因投入哈維颶風賑

災工作停辦一次，2018年如期舉辦，約二百八十人參加，其中

二十位越南裔志工因哈維風災結識慈濟，此次也參與經藏演繹。

 ◆ 2018.08.25 慈濟莫三比克聯絡點舉行七月吉祥月活動，透過話劇演繹傳達正

信、孝親及茹素護生的觀念，社區酋長、書記、會眾、慈濟照顧

戶及志工計一千七百三十一人參加。此次活動由年輕本土志工規

劃主導。

 ◆ 2018.08.26 「第五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慈善論壇」26至30日在內蒙古呼和

浩特市舉辦，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為主辦單位之一，由執行

長顏博文、執行長辦公室副主任王運敬等人代表與會；並由顏博

文執行長於開幕儀式上，擔任主禮嘉賓之一，並致詞表示隨著政

經、氣候等變遷，慈善事業也需要創新，且慈善事業貴在實踐，

在不斷變動的大環境中如何以務實行動朝永續發展持續努力，需

閉幕式由慈濟美國總

會裘曜陽代為發表大

會宣言：重新喚起國

際合作的時刻，加入

與更新公民社會的承

諾。圖片／慈濟美國

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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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們不斷探索；王運敬副主任則以《慈善創新．慈悲從心》為

主，向與會來賓分享慈濟緣起，以及五大慈善創新原則。

 ◆ 2018.08.26 慈濟臺南分會舉辦見習委員、慈誠研習，邀請大林慈濟醫院副院

長簡瑞騰、急診醫師侯鐘閎分享慈濟醫療人文，共一百四十八位

學員參加。

 ◆ 2018.08.26 中彰投港苗區2018年培訓委員暨慈誠8月課程，於本日在彰化靜

思堂舉行，共二百一十五位學員參加。

 ◆ 2018.08.26 慈濟日本分會舉辦七月吉祥月活動，宣導正信、孝親及環保觀

念，共一百七十五人參加；此次活動是當地新四合一組織架構自

6月2日佈達後首次落實運作。關西地區吉祥月活動亦於同天在吉

田聯絡點舉辦。

 ◆ 2018.08.26 慈濟阿根廷聯絡處於臺灣僑民聯合會館舉辦七月吉祥月活動，包

含二十位慈濟委員在內近百人參加。

 ◆ 2018.08.26 慈濟新加坡分會於烏節大酒店（Orchard Hotel）舉辦「手中術‧心中

醫」牙科論壇，並增設牙科助理工作坊，計四百七十八位牙醫、牙

科護理人員參加，進行牙醫學術交流，提升護理技能與知識。

 ◆ 2018.08.26 獅子山共和國衛生署署長暨三四軍事醫院院長蕭福帝（Dr. Foday 

Sahr）司令官、伊波拉病毒疫苗研究相關人員，以及希利基金

會美國執行長班傑明帕拉（Benjamin Parra）、董事雪利夫（Robert 

Sheriff）等人，在美國慈濟總會職工陪同下，8月26日至9月3日參訪

臺灣慈濟志業體，並拜會證嚴上人；其中，隨團的慈濟專案總籌史

蒂芬先生，特別呈獻受助戶要感恩證嚴上人的傳統服飾等結緣品。

 ◆ 2018.08.31 慈濟馬來西亞麻坡支會慶祝成立二十周年，並為麻坡靜思堂籌募

建設基金，舉辦「大愛共伴20音樂晚宴」，約一千六百六十人與

會；其中便當菜餚，由新加坡中廚協會組成的義廚團隊義務承擔。

獅子山多位貴賓來

訪，其中慈濟當地的

專案總籌史蒂芬先生

（中，手持麥克風

者）呈獻從獅子山帶

來的結緣品。圖片／

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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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31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舉辦大愛園遊會義賣活動，籌募麻坡慈

濟靜思堂建設基金。

 ◆ 2018.08.31 慈濟加拿大西多倫多聯絡處舉辦七月吉祥祈福會，志工有感於當

地華人雖鮮少燒金紙，但以葷食為主，因此特別規劃蔬食饗宴、

中醫健康講座，藉此推廣蔬食減碳理念，計一百八十六人參加。

 ◆ 2018.08.31 內政部本日在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會議廳，舉辦「一○七年宗

教團體表揚大會」，分別由行政院賴清德院長頒發給「宗教公益

深耕獎」予連續十年或累計十二次獲獎之二十一個宗教團體，以

及由內政部部長徐國勇頒發「宗教公益獎」予一百六十五個宗教

團體。

  佛教慈濟功德會除了獲得「宗教公益獎」表揚外，更因在九十六

至一○五年度連續十年獲內政部表揚為興辦社會公益事務績優宗

教團體，榮獲「宗教公益深耕獎」肯定，分別由靜思精舍釋德

懷、釋德柏師父代表領獎，並代證嚴上人傳達：「這個獎是頒給

全球慈濟人的，感恩志工無私的付出，因為獎項的肯定，我們要

更加篤定，慈濟這條路是對的，要永遠恆持地走下去。」

  慈濟功德會於1966年創辦，從事慈善教富濟貧工作，到了1980年

為籌建花蓮慈濟醫院，依法申請成立「財團法人臺灣省佛教慈濟

慈善事業基金會」，持續推展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

業，足跡從臺灣邁步全球，並拓展出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社區

志工、環境保護等。

  2006年，「財團法人佛教慈濟功德會」依法正式立案，以法人性

質，將社會大眾捐款運用推動四大志業八大法印，是為慈濟志業

的堅實後盾。除了賑災的實質幫助外，也重視心靈的膚慰，每年

辦理感恩孝親系列活動，藉由莊嚴活動，弘揚佛法真善美，發揚

佛教慈濟功德會榮

獲「宗教公益深耕

獎」，由行政院長賴

清德授獎，靜思精舍

德懷師父（左）代表

領獎。攝影／呂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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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孝道倫理；另外，為端正禮俗、提倡正信及環保愛地球的

觀念，舉辦農曆七月吉祥月孝親祈福，以及推廣「111世界蔬醒

日」活動。

  每逢年終之際舉辦的歲末祝福感恩會，不只是上人與慈濟志工向

社會大眾的大愛與護持表達感恩的時候，更藉由慈濟志工深入社

區，帶動鄰里人與人之間，匯聚善念、凝聚祈福力量，安定人心

共聚大愛力量，祈求天下無災難、社會祥和、人人皆平安。

  另外，慈濟也長期關懷監獄受刑人、看守所收容人，在社區舉辦

讀書會等，傳遞正知、正見，用真實人生故事弘揚佛法的微妙道

理，讓社會大眾知曉人間種種苦，進而能發一念善心，回饋社

會、造福人群，共創美好和平的世界。

  內政部自1976年起，明令規定全省寺廟必須興辦公益慈善事業，

並評審其績效，予以表揚。第一年的表揚大會，於同年12月24日

舉行，慈濟榮獲績優第一名，由上人親自出席在中興新村舉行的

表揚大會，接受省府主席謝東閔頒給「熱心公益」匾額及獎狀。

爾後，亦陸續獲得表揚肯定。

  2018年度為第四十二次表揚，不同以往，內政部為了顧及公平

性，以及社會上對於宗教團體的責信要求，自今年起提高遴選基

準的表揚新制，其事蹟必須通過在公益事務、辦理規模、投入資

源、達成效益及影響層面綜合評比的前百名，或是捐款在新臺幣

千萬元以上，且達到年度收入百分之三十。因此，慈濟榮獲雙獎

實屬不易。

  慈濟功德會去年度以舉辦孝親感恩、七月吉祥月及歲末祝福，全

球就有近百萬人參加，此外投入逾六千人次進行全臺三十三個犯

罪矯正機構的長期關懷，辦理近兩萬場讀書會，更為了敘利亞難

民舉辦十五場祈福音樂會，逾六萬人共襄盛舉等事蹟，因而獲得

內政部「宗教公益獎」，認同慈濟在教化社會、安定民心，有著

不可磨滅的貢獻。

九月

 ◆ 2018.09.01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為慈善志業永續發展暨組織持續優化之

需要，敦聘熊士民為基金會副執行長兼任宗教處主任、張宗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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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副執行長，任期自即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

 ◆ 2018.09.01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新加坡）及佛教慈濟功德會（新加

坡）於大愛人文館共同舉辦「新加坡慈濟二十五周年志業成果

展」，展出時間9月1至30日，並穿插安排《經典》攝影展、人文

講座及影片放映會等多項人文活動。

 ◆ 2018.09.01 新北巿板橋區慈濟志工在江子翠保安宮潮和宮舉辦七月吉祥孝親

感恩祈福會，約一百三十名社區會眾參加。

 ◆ 2018.09.01 苗栗慈濟志工與慈濟減災希望工程學校公館國中，共同舉辦「歡

喜、感恩、七月吉祥」祈福會活動，宣導正信、孝道精神，吸引

三百一十二位鄉親參加。

 ◆ 2018.09.03 慈濟美國總會受邀參加洛杉磯政府精神健康部門在天使聖母大教

堂舉辦的第十七屆精神健康諮詢和精神信仰年會，共同研議社區

無家可歸的弱勢族群關懷議題。

 ◆ 2018.09.03 臺北巿慈濟志工受士林區公所邀請協辦七月吉祥祈福會愛灑活

動，引導約二百人以鮮花、素果取代燒金紙來普度，並送人人一

包平安米。

 ◆ 2018.09.03 日本天理教下任真柱（會長）中山大亮先生等一行五人，3、4日

來臺參訪花蓮靜思堂、靜思精舍，並參加早課、晨語及志工早

會，拜會證嚴上人。

 ◆ 2018.09.05 第四屆江蘇慈善獎評選表彰大會在中國大陸江蘇省會議中心舉

行，慈濟基金會以「阜寧風災援建項目」榮獲最具影響力慈善項

目殊榮。同一時間，第三屆蘇州慈善獎頒獎儀式在蘇州巿機關事

務管理局舉行，慈濟以「阜寧風災援建項目」、「紅豆杉的愛—

—新蘇州人健康、品德、環保項目」雙雙獲得最具影響力慈善項

目肯定。

慈濟基金會榮獲第四

屆江蘇慈善獎最具影

響力慈善項目殊榮，

由職工莊雪吟（中）

代表領獎。攝影／趙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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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9.05 慈濟桃園分會舉辦資深委員聯誼會，共一百三十七位編號五千號

以內的資深委員參加，並請早期四組組長曾勝耀、楊金雪、周淑

卿、卓梅玉分享過往歷史。

 ◆ 2018.09.08 「慈濟馬來西亞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活動，8至9日在馬六甲

分會、9至11日在雪隆分會展開，合計一千五百八十四位學員

參與。

 ◆ 2018.09.08 慈濟印尼分會舉辦二場二十五周年慶感恩會，8日對內志工場

次，逾二千三百人與會；9日對外開放，並邀請知名音樂家、

交響樂團演奏。臺灣由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熊士民領隊，偕同

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大愛電視臺總監葉樹姍等一行十二人

前往祝賀。

 ◆ 2018.09.08 慈濟泰國分會四合一精進研習營8、9日在曼谷靜思堂舉行，計

一百七十七人次參加。

 ◆ 2018.09.08 慈濟基金會於新北市三重志業園區舉辦北區醫院志工進階研習，

邀請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副院長何宗融等人擔任講師，共

一千一百八十三位學員參加。

 ◆ 2018.09.08 慈濟澳洲柏斯聯絡處在柏斯現代學校（Perth Modern School）舉

辦二十周年慶感恩晚會。

 ◆ 2018.09.08 慈濟南非分會德本國際志工團8至12日展開馬拉威共和國

（Republic of Malawi）第二次會務關懷行動，授以灰衣志工

服予當地青年麥可（Mike Kachimanea）等六位本土志工，並

一同進行馬沁杰芮社區（Machinjiri）個案訪視、青溝貝部落

（Ching’ombe）關懷致贈結緣品，以及贈鞋予納米郎可小學 

（Namilango LEA Primary）約二十位清寒學生。

 ◆ 2018.09.09 慈濟美國西雅圖支會舉辦二十五周年慶暨新會所啟用典禮，新會

所位於貝爾優市（15800 SE Newport Way, Bellevue, WA），原建

物由廖群、常宏文伉儷購贈，整修費用則由西雅圖全體志工募捐

承擔。

  西雅圖慈濟志業的緣起，始於林昭雄、林美杉夫婦，兩人於1978

年移民西雅圖後，便醉心於佛法修行，後因開證法師牽引，返臺

參訪道場，因而有緣至花蓮靜思精舍，並受證嚴上人創辦慈濟的

精神所感動，於是發願追隨。返美後即開始召募會員，努力在西

雅圖推廣慈濟精神。

  當時，林昭雄夫婦也和移居當地的多位慈濟志工，包括張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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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芳美、郭明嬌、黃鳳嬌等人，一起攜手努力推展會務、廣招會

員。1993年因緣成熟，慈濟西雅圖聯絡處於11月正式成立，由林

昭雄擔任負責人，會址設在林昭雄夫婦住宅，並於11月6日在華

埠文化中心首次舉辦聯誼茶會，向僑界、當地人士介紹慈濟。

  隨著志業的開展、志工人數的增長，林昭雄住家空間不敷使用，

遂於1996年11月10日搬遷到科克蘭（Kirkland）新會所，此處由

志工高明善家族無償提供，空間包括一處辦公室兼小型圖書館，

每天有二位志工輪值處理事務，另有會議廳、佛堂、儲藏室等，

並採可移動式屏風作為隔間，增加空間運用性。

  西雅圖的慈濟志業，從慈善起步，最早從教養院、安養院等機構

關懷做起，1994年8月首次啟動大型急難救助，針對華州森林大

火災民提供慰問金等，此外在國際賑災活動方面也不曾缺席。同

樣起步很早的，還有環保志業，早自1994年1月起，志工便每月

定期到中國城掃街。

  此外，在醫療志業的推動，著重醫療衛教、知識宣導，以及病患

心靈的開導，並於1997年5月成立癌症愛心關懷小組，邀請營養

師、心理師、醫師等專業人員加入，共同關懷病患及家屬。教育

志業工作，則是在籌備多年後，終在1998年9月正式開辦西雅圖

慈濟人文學校，為全美第十四所分校。

  2000年5月2日，西雅圖聯絡處升格為「慈濟西雅圖支會」，隸屬

慈濟北加州分會管轄，負責整個華盛頓州的志業推動，然而志工

人數逐年增長，科克蘭會所空間不敷使用，不易辦理大型活動。

此一窘境，讓2014年接任負責人的常宏文經常掛記於心。

  常宏文於1998年慈濟西雅圖人文學校成立之際，受聘為中文老

師，牽起與慈濟的緣分，並於2008年受證為慈濟委員。2014年

慈濟西雅圖支會位於科克

蘭的會所，1996年啟用，

由慈濟志工高明善家族無

償提供，然隨志業發展、

志工人數增長，空間已不

敷使用。圖片／慈濟基金

會提供（左圖）、攝影／

張娟熹（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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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常宏文得知有一所舊教堂要轉讓，其廣場可容納百輛車子，

遂在丈夫廖群的支持下購置，捐予慈濟，規劃為西雅圖慈濟新會

所，而內外部一切裝修費用，則由西雅圖全體志工共同勸募承

擔。整修工程自2015年3月展開，其間因故一度延宕，直到2018

年才完工。

  9月9日，慈濟西雅圖支會新會所啟用當天，一併歡慶慈濟西雅

圖志業屆滿二十五周年，現場除了慈濟志工外，還有許多社區

人士及貴賓與會，共同分享喜悅。其中，華盛頓州參議員長谷

川（Bob Hasegawa）除了給予書面祝福，肯定慈濟人在社區付出

外，更親自到場祝賀。

  另外，金郡（King County）政府代表詹姆斯．布希（James 

Bush）也到場共襄盛舉，並為了肯定慈濟西雅圖支會二十五

年來，對社區的付出與貢獻，特別宣佈「2018年9月9日為慈濟

日」。

  西雅圖支會有超過一千位志工，多年來與金郡政府展開密切合

作，如街友物資及熱食發放、衣物捐贈、教育及醫療協助，另外

在更生人服務上更是努力不懈，甚至受邀參加「2017年華盛頓州

獄政年會」座談，分享在監獄推行靜思語的成功經驗，與其他受

刑人、更生人關懷組織進行交流。

  典禮當天，眾人也透過網路視訊連線，參與臺灣時間9月10日的

志工早會。欣見慈濟美國西雅圖支會新道場隆重啟用，證嚴上人

除了感恩慈濟人為當地人群的付出，更期待當地慈濟人有了寬闊

的道場，要日日耕福田、共修慧緣，人人要合心齊力，莫忘初發

心、堅定誓願，共同朝著佛陀的方向，追隨菩薩的芳蹤，因造福

人間而得歡喜。

華盛頓州發生森林大

火，西雅圖聯絡處首

次展開急難援助行

動，於1994年8月16

日動員志工至災區慰

訪災民，並發放慰問

金。圖片／慈濟基金

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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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9.09 慈濟法國聯絡處舉辦七月吉祥月祈福會，倡導正信、環保護生觀

念，並分享慈濟國際賑災近況，不少會眾為寮國水患災民慷慨解

囊，共一百零二人與會。

 ◆ 2018.09.09 德國、英國慈濟志工前往葡萄牙唐迪拉市聖傑米爾村

（Sangemil），為二十五位林火災民舉行感恩祈福會；並舉辦第

二次本土志工培訓共修課程，講解慈濟十戒、志業發展等，共

十二人參加。

 ◆ 2018.09.09 第五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經濟

論壇與會成員，逾一百六十位來自二十二個國家地區的法師與

學者，本日參訪慈濟美國總會，了解慈濟志業起源、國際賑災

進展。

 ◆ 2018.09.09 慈濟紐西蘭分會舉辦七月吉祥祈福會，計二百六十七人與會。

時逢農曆7月最後一天，亦是分會齋戒月最後一天，其間每逢週

六對外供齋，推廣茹素愛地球的環保理念，共六百八十一人次

響應。

 ◆ 2018.09.09 臺中市慈濟志工於潭子區得天宮舉辦七月吉祥月祈福會，宣導正

信、孝親感恩、齋戒護生及環保清淨在源頭的理念。

 ◆ 2018.09.09 慈濟加拿大分會本拿比聯絡點於本日舉辦啟用茶會，當天時逢農

曆7月30日地藏王菩薩誕辰，全體慈濟志工恭誦地藏菩薩聖號，

自勉要學習地藏菩薩拔苦予樂的精神。同月30日，慈濟加拿大分

會精進團隊應邀前來，帶領志工禮拜〈法華經序〉並繞佛繞法，

為新道場灑淨祈福，也祝福未來各項活動順利進行，達到人間菩

薩招生的目的。

  本拿比是卑詩省內繼溫哥華、素里後的第三大城巿，西鄰溫哥華

市，巿中心發展快速、交通便利、商場林立，其中鐵道鎮大都會

廣場更是卑詩省最大型購物商場，而鄰近的麗晶廣場不但是本拿

比最大型的華人購物商場，更是該市地標性建築。就像大溫哥華

多數地區一樣，本拿比也有許多移民社區，根據加拿大統計局

2012年人口普查統計，華裔遷入趨勢明顯。

  慈濟基金會於1992年獲得政府核准，在溫哥華巿成立「慈濟加拿

大分會」，旋即致力回饋社區、推展志業，並自同年7月起在食

物銀行提供人力及食物等服務。加拿大食物銀行是歷史悠久的半

官方機構，許多城市皆有此機構，政府補助經費、廠商捐贈食

物，幫助貧苦無依、單親家庭或是無法領救濟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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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拿比食物銀行因附近貧戶很多，慈濟加拿大分會遂於1996年9

月12日起將其列為志工站之一，每週四定期服務三、四十戶家

庭，同時也開始在本拿比巿廣招民眾加入志工行列，一起回饋服

務社區。

  自此，本拿比慈濟志工無論在社區公寓火災急難救助、參與救世

軍為街友供餐、提供小學低收入戶孩童早餐，或是推廣「靜思語

一條街」、響應國際賑災募款、宣導環保活動等均不遺餘力。長

年付出亦受市府肯定，本拿比巿政府頒訂2007年5月13日為該巿

慈濟日，翌月9日市長柯立勤（Drerk Corrigan）更是帶著團隊，

來到臺灣花蓮靜思精舍拜會證嚴上人，感恩慈濟志工無私奉獻、

服務社區。

  長年以來，本拿比慈濟志工沒有一個固定集會的場所，因此遇到

社區需要舉行會議或辦理活動時，不是借用志工自宅，便是四處

商借場地，而所有社區活動、人文學校使用的物品，也是分類寄

放在志工自宅車庫。若負責保管的志工搬家，或舉家搬回臺灣，

眾多物品就必須從這家車庫，搬到另一家車庫。

  雖然本拿比慈濟志工一直在尋覓合宜地點，希望成立固定的服務

據點，但近年大溫哥華地區房價、房租不斷飆升，其難度不言而

喻。直到2017年10月才得見一絲曙光，慈濟加拿大分會公關仝戰

雲得知鐵道鎮有非營利單位退租公共空間，立即將訊息傳達本拿

比慈濟志工。

  本拿比市政府規定，建商必須回饋社區，市區內有數棟大樓的一

個單位屬於市政府，提供非營利單位使用，使用者只要付象徵性

租金及大樓管理費。機會難得，獲知訊息的本拿比慈濟志工，立

刻到市政府了解狀況，也陸續拜訪市長和多位市議員介紹慈濟，

爭取他們的支持。

加拿大本拿比慈濟志

工自1996年致力社區服

務，率先至當地的食物

銀行幫忙，關懷行動不

曾中斷；迄今定期支援

兩家食物銀行，提供人

力、捐贈物資等，用心

回饋當地。攝影／施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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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志工依法提出申請函，詳列長年在社區的付出，包括支援

兩所食物銀行、贊助八所學校早餐計畫、參與社區掃街及大型園

遊會、為街友提供生活包、為小學童檢查頭蝨等。如有固定會

所，志工可為社區人士及耆老提供更多服務，例如健康講座、開

設各類人文課程等。

  2018年4月傳來好消息，由市議會、大樓管理委員會的投票表

決，慈濟從眾多競爭的非營利單位裡脫穎而出，以年租金一元加

幣取得租賃使用權。

  拿到會所鑰匙後，慈濟志工秉持愛惜物命的原則，原有隔間維持

現狀，重新粉刷油漆，將污損的地毯改成仿木地板，另增添影音

設備及簡單家具。除了油漆、鋪地板等專業工作外，舉凡拆除地

毯、清潔打掃等雜務，均由志工群策群力承擔，將開銷降到最

低，而裝修及添購設備的費用也是全體志工共同承擔。

  11月12日下午，慈濟本拿比聯絡點舉行剪綵揭幕儀式，正式對外

開放。該據點位在鐵道鎮的繁華地帶，周邊鄰近中央公園、銀

行、圖書館、購物中心、國際飯店及學院等，每日上午十點至下

午四點開放，除了慈濟志工定期會議、共修活動外，還提供各項

社區活動及人文推廣課程，包括氣功班、英文班、手語歌唱班及

生活花藝班等。

 ◆ 2018.09.10 慈濟菲律賓分會即日起展開中秋節月餅製作，採用淨斯五穀粉等

產品製成，推廣淨斯健康產品，義賣所得悉捐建設基金。

 ◆ 2018.09.10 慈濟澳洲分會於10至22日舉行素月餅製作義賣活動，動員志工

九百六十八人次，完成逾一萬二千顆月餅，義賣所得捐助新南威

爾士州（New South Wales）旱災。

 ◆ 2018.09.11 菲律賓奧莫克市神父參訪團一行十七人，在菲律賓慈濟志工陪同

加拿大本拿比慈濟人

落實社區服務，自2007

年 起 提 供 溫 莎 小 學

（Windsor Elementary 

School）低收入戶小朋

友早餐，迄今固定贊助

八所學校早餐計畫。攝

影／施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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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0、11日來臺參訪臺北慈院、慈濟大學，並至靜思精舍拜會

證嚴上人。其中Edwin Caintoy神父曾任職獨魯萬市聖嬰教堂，一

行人特來感謝慈濟於2013年海燕颱風的援助。

 ◆ 2018.09.11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宗教處職工陳祖淞及慈濟美國總會

副執行長曾慈慧等人，11日出席「梵蒂岡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

（PCID）」會議，分享跨宗教合作近況，並於12日在聖伯多祿

廣場公開接見儀式中，向天主教教宗方濟各致意；13日拜訪教廷

難民移民單位，共商未來雙方合作幫助難民的議題。

 ◆ 2018.09.12 「慈濟印尼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活動於12至15日在花蓮靜思

堂舉辦，全印尼一百七十五位幹部返臺精進。慈濟印尼分會

自2013年起每年在雅加達靜思堂舉辦精進研習活動，今年時逢

二十五周年，特改在臺灣舉行，以期更貼近靜思法脈、了解慈

濟宗門運作。

 ◆ 2018.09.12 美國加州政府12至14日在舊金山莫斯康會議中心（Moscone 

Center） 舉辦全球氣候行動峰會（Global Climate Action Summit），

慈濟基金會受邀參加各項聯盟活動。12日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林

名男參加「食物及氣候聯盟」論壇，分享茹素護生觀念；13日志

工魏潔漪代表，在恩典座堂（Grace Cathedral）宗教祈福會致辭，

同日慈濟亦在萬豪酒店（Marriott Marquis）會議廳舉辦一場氣候

變遷改善行動研討會，邀請各界人士分享共商對策。

 ◆ 2018.09.14 慈濟新加坡分會舉辦二十五周年慶活動，靜思精舍常住師父、臺

灣講師團隊前往助緣。晚間由精舍師父帶領約二百七十位會眾誠

心朝山，祈求天下無災難。

 ◆ 2018.09.14 賴索托慈濟志工一行五人14至17日展開波札那第十八次跨國關

懷，15日在摩訶迪查尼社區（Mogoditshane）舉辦一場精進一日

教宗方濟各（右）在

聖伯多祿廣場公開接

見跨宗教團體，肯定

在慈善領域的合作，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

博文（前左二）特別

向教宗致意。圖片／

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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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修活動，來自波札那十個社區、共三十九位本土志工參加，16

日進行照顧戶訪視。

 ◆ 2018.09.14 土耳其政府本日發佈「SAYI：30535」政府公報，慈濟基金會獲

准在當地註冊立案。

 ◆ 2018.09.15 慈濟新加坡分會15、16日舉辦二十五周年精進二日研習，來自新

加坡、柬埔寨共一千零四十六位學員參加。柬埔寨會務由新加坡

分會承擔關懷，時逢周年暨精進活動，負責人謝明勳特領十五人

團隊前往學習。

 ◆ 2018.09.15 慈濟美國達拉斯分會舉辦年度秋季義賣，收入捐作慈善基金。

 ◆ 2018.09.16 慈濟2018年度北區培訓委員、慈誠合心課程，本日最後一次，計

六百八十八位學員出席。每年合心課為期半年、六次課程，內容

深入了解四大志業、法脈宗門，對象為各社區培訓委員、慈誠，

本年度3月19日開課，本日結業，結業學員於10月5日參加花蓮尋

根活動，歲末之際接受證嚴上人授證，成為正式委員、慈誠。

 ◆ 2018.09.16 美國北加州分會2019年度見習委員、慈誠精進一日，本日在北加

州志業園區開課，課程主題為「發菩提心、大慈無悔」，共十九

人參加。

 ◆ 2018.09.17 寮國實業家陳正輝先生，在臺灣、泰國慈濟志工陪同下，17、18日

參訪臺北、花蓮慈濟志業體，18日至靜思精舍拜會證嚴上人。陳

先生為寮國百細崇德慈堂閣長，慈濟8、9月間寮國賑災期間大力相

挺，陪同志工勘災、發放，此次為深入了解慈濟特別來臺參訪。

 ◆ 2018.09.20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20至22日於中國大陸廣東省深圳會展中心參

與第六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於展場以「大愛致富」

為主軸，設置川震十年、紅豆杉的愛、貴州扶貧、甘肅援建、阜

寧風災、失獨子女六大單元海報區，呈現慈濟在中國大陸的慈善

上人抱病與來訪的寮

國實業家陳正輝座

談，感恩陳先生在慈

濟寮國賑災時予以的

大力協助。圖片／慈

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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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跡，一路以愛陪伴，期盼創建富有人文、富而好禮、富而健康

的社會；此外，亦設置機器設備，與民眾互動體驗，更了解寶特

瓶演變成為大愛紗的生產過程。豐富的展示內容，及志工溫馨的

接待、專業的解說，體現慈濟在中國大陸的全方位關懷工作。

  大會除了展場呈現援助項目成果外，亦舉行國際公益峰會及研討

會，其中慈濟志工洪維分享外地移工孩子的教育陪伴經驗，職工

葉萍分享從川震災民轉變成志工、職工的自我成長過程，印證慈

濟的幫助並非一時，而是長期的陪伴。主辦方在閉幕式時，邀請

慈濟基金會秘書長林碧玉上臺分享：「慈濟到哪裡，都是感恩、

尊重、愛。因為有愛，所以無所畏懼；因為有愛，所以我們有使

命，勇敢向前。」

  慈濟連續六年參與慈展會，此屆大會以「聚焦精準扶貧，共創美

好生活」為主題，響應政府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面脫貧政策，

聚焦扶貧，結合不同類型、領域的社會組織一同努力，令慈善扶

貧效益最大化；在如此重要時刻，慈濟不缺席。

 ◆ 2018.09.21 慈濟基金會受邀參加內政部在板橋第一體育場舉行的「2018年國

家防災日」大規模震災消防救災動員演練，除展現志工動員力

外，也展示多項慈悲科技產品，並由臺北慈濟醫院副院長黃思誠

代表致贈參與演練單位防穿刺鞋墊及防割手套，由內政部消防署

特搜隊梁國偉隊長代表接受。另於臺北市立動物園定點演練，支

援後勤供餐工作。

 ◆ 2018.09.21 慈濟基金會獲得聯合國信仰組織評議會（United Nations Faith 

Advisory Council）認證，即日起成為該會成員，任期一年。該會

本日在美國紐約正式成立，擔負連接世界宗教團體，致力緩解氣

候變遷問題、提升種族及宗教和諧等之推動，成員資格認證審核

第六屆中國慈展會參展

現場擺設「環保一條

龍」造粒機、水牽引

機、抽絲機、捲取機、

紡織機設備，演示寶特

瓶從酯粒、抽絲等程序

的製作過程，讓民眾瞭

解如何將寶特瓶變成大

愛紗。攝影／游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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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本次共十七個宗教代表從五百個團體中脫穎而出，慈濟為

其中之一，亦是唯一佛教團體代表。

 ◆ 2018.09.22 「2018年國際慈濟人醫年會」22至25日在花蓮靜思堂舉辦，以

「人醫之愛，廣披寰宇」為主題，來自二十一個國家地區、計

六百七十三位學員展開多國人醫紀實分享、醫療技術交流。

 ◆ 2018.09.22 慈濟日本分會22、23日舉辦二日精進營，共一百一十位學員參

加；並有臺灣靜思精舍釋德勱、德杭師父，慈濟志工王來香及花

蓮本會宗教處職工潘翠微前往支援。

 ◆ 2018.09.22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舉辦美南合心區精進一日暨慈善列車活動，邀請美

國總會慈發室團隊擔任講師，交流慈善訪視工作推展經驗，並分組研

議哈維颶風災民的後續關懷方針與計畫，計五十八位學員參加。

 ◆ 2018.09.23 慈濟澳洲墨爾本聯絡處舉辦中秋慶團圓活動，以《塑料不美妙》

剪接片段和戲劇宣導環保理念，並安排「竹筒回娘家」，募得

三千一百九十八澳幣，共一百五十七人參加。

 ◆ 2018.09.26 緬甸丹茵鎮自然禪修中心住持鄔歐達瑪達喇領隊，本日參訪臺灣

慈濟內湖環保教育站、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及臺北慈濟醫院，深入

了解慈濟志業。

 ◆ 2018.09.28 慈濟基金會2018年全臺培訓委員、慈誠尋根暨精神研習活動，於

9月28至30日、10月5至7日、10月26至28日分三梯次展開，共計

一千四百零四位學員參加。

 ◆ 2018.09.28 慈濟基金會即日起至10月3日在全臺各地舉辦十場福慧紅包製作

教學說明會，由靜思精舍德寰、德柏師父前往指導。首場本日在

臺北慈濟東區聯絡處展開，共一百九十五人參加。

  紅包正面為「靜思精舍」大殿圖案，象徵法脈起源、宗門精神指

標。打開紅包即會看到一句靜思語，今年共有七十五句，句句都

是上人對每個人的祝福；同時，也會看到宇宙大覺者膚慰地球的

聯合國信仰組織評議會

在美國紐約成立，並宣

布由聯合國各部門推薦

的十七個信仰組織代

表，慈濟獲選為其中一

員。圖片／聯合國人口

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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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期勉人人學習佛陀的慈悲與智慧，疼惜大地護生靈，共創

人間淨土。

  鑲嵌於福慧紅包上的紀念幣，正面以慈濟LOGO呈現佛法精神中

的「八正道」；另一面則以「佛陀問病圖」為圖案設計，期待人

人走入人群，膚慰人間苦難，體會「無量法門、悉現在前」。而

紅包上的三粒稻穗，則代表勤修「戒、定、慧」，菩薩道上勇猛

精進「信、願、行」。

 ◆ 2018.09.29 慈濟基金會資訊處於新店靜思堂舉辦「2018年慈濟人文資訊研習

營」，共三百四十八位學員參加。該營隊2010年首次在彰化靜思

堂舉辦，爾後每年都依慈濟志工所需的開發專案為主題辦理，本

次著重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APP）的串連運用，連報到也採用

手機掃描二維條碼（QRCode）方式進行。

 ◆ 2018.09.29 慈濟中區醫院志工團隊正、副領隊研習課程，在臺中慈濟醫院國

際會議廳展開，約三百人參加。

 ◆ 2018.09.30 臺中慈濟志工於臺中靜思堂舉辦中區幕後感恩茶會，邀請幕後委

員出席，感恩他們長期對慈濟的護持，並由慈濟委員、慈誠隊員

奉茶致意，含工作團隊共計二百五十五人參與。

花蓮靜思精舍德柏師

父（中）親自示範製

作福慧紅包要領。攝

影／吳啟志

福慧紅包今年設計以《法

華經．法師品》經文「大

慈悲為室，柔和忍辱衣，

諸法空為座，處此為說

法」為主題，盼傳達人人

本具佛性，要時以大慈悲

心與佛心相契合的理念。

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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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 2018.10.01 聯合國難民署（UNHCR）第六十九屆執行委員會年度會議，1至

5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慈濟基金會由德國志工楊沃福、林美鳳

代表與會，了解目前全球難民狀況，以利後續援助評估。

 ◆ 2018.10.02 美國教育認證機構（Advance Education, Inc.）副總裁Dr. Kem 

Hussain Ed.D伉儷，在土耳其慈濟志工胡光中陪同下，2至4日來

臺參訪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臺北慈濟醫院、花蓮慈濟中小學、花

蓮靜思堂及靜思精舍。

 ◆ 2018.10.02 慈濟南非分會德本國際志工團展開史瓦帝尼第五十五次跨國關

懷，連日走訪拉武米薩（Lavumisa）等多個社區進行訪視關懷，

並於10月6日在慈濟社區中心召開史瓦帝尼本土志工幹部月會，

確認功能組架構、推薦幹部人選，以提升當地志工團隊的運作效

率，7日返回南非。

 ◆ 2018.10.03 美國紅十字會在北加州矽谷蒙塔佛莊園（Villa Montalvo）舉辦

2018年英雄獎（2018 Hero Award）頒獎晚宴。慈濟基金會獲頒國

際人道獎（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由慈濟北加州分會執行

長謝明晉代表領獎。

 ◆ 2018.10.05 緬甸仰光省農業部總監烏佐佐（U Kyaw Kyaw）在實業家林銘

慶，以及緬甸、馬來西亞慈濟志工陪同下，本日來到臺灣花蓮靜

思精舍拜會證嚴上人，感謝慈濟十年來發放稻種，幫助緬甸農民

脫貧，並商議今年水災稻種與豆種發放事宜。

  烏佐佐與慈濟結識於2008年納吉斯風災後，當時他在丹茵鎮擔任

農業部經理，得知來自臺灣的慈濟基金會，將發放稻種幫助受災

農民後，便一路支持配合迄今。緬甸在二戰前曾是世界第一稻米

出口國，享有「世界米倉」美譽，後來每況愈下，加上2008年風

緬甸仰光省農業部總

監烏佐佐（中）來

訪，上人致送結緣品

予烏佐佐，感恩他協

助慈濟賑災工作，由

林銘慶（右）居中協

助口譯。圖片／慈濟

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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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肆虐、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等因素影響，稻米歉收，嚴重影響農

村生計。

  緬甸稻農普遍生活貧窮，多半是貸款耕作，為了還債，常會在

收成後就迫不及待以低價賣出，導致家中儲糧不足，只好被迫

再度舉債過活，或動用下一季耕作的成本。此外，稻穀收成後

會放置田間的曬穀場上，但因近年氣候反常，曬穀時下雨，造成

嚴重損失。

  慈濟自災後即進入緬甸救災，並鎖定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上緣的重

要稻米產區，包括仰光省坤仰公、礁旦鎮，致贈農民品質優良的

稻種。爾後，自2010年連續三年，在仰光省丹茵鎮展開稻農援助

專案，又稱「福種計畫」，藉由發放品質穩定的稻種，期許「福

種」能讓稻農耕作出代代結實累累的稻穀，不用舉債過日，改善

生活的同時，也為世界糧食貢獻心力。

  2015年，仰光以北發生嚴重水患，慈濟又對岱枝、莫比兩地農民

發放稻種，幫助復甦。其間受到慈濟「竹筒歲月」精神影響，這

群淳樸的稻農也在自己能力所及，開始回饋，成為幫助人的人，

先有礁旦鎮烏閔壽存「米撲滿」助人，再有丹茵鎮烏丁屯起而效

法、日存一把米； 接著是瑞那滾村的烏善丁，不只帶動八個村

落居民一起加入「米會員」行列，更在2018年底來臺受證為慈誠

隊員。

  慈濟十年來共致贈的稻種，可種植面積達二十二萬八千英畝（約

九萬兩千多公頃）之廣，讓三萬四千多戶窮苦的稻農脫貧翻轉

人生。2018年5月，接受《慈濟》月刊記者採訪時，烏佐佐便表

示緬甸2017會計年度，稻米出口量逾三百五十萬噸，創七十年新

高，其中銷往中國大陸的「雅佐」品種是最大量，主產地就是礁

緬甸於2008年受風災肆

虐，又因氣候變遷等影

響，稻種欠收，農民生

計每況愈下，慈濟發放

品質優良的稻種，幫助

農民脫貧，農民開心地

用牛車搬運稻種返家。

攝影／Mg Lu Ay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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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和丹茵兩鎮，光丹茵鎮就種有二十萬英畝，這正與慈濟廣發很

好的稻種給農民，再循環種植有關聯。

  此次烏佐佐來訪，除了感恩十年來慈濟在緬甸多次援助發放稻

種，幫助許多農民脫貧，也針對慈濟預計發放豆種、稻種給2018

年雨季受災農民一事進行討論，雙方擬訂在10、11月間發放綠豆

種，以利農民在稻作空檔期種植，先有收入穩定生計，之後在

2019年初再發放品質優良的水稻種，讓農民在新一季的稻作耕耘

上能有所豐收。

  上人感恩烏佐佐先生的肯定，以及對慈濟的支持，並表示慈濟所

給予的幫助，其實有限，是緬甸農民很努力耕種，多位因此改善

生活，能夠自力更生，甚至響應與帶動米撲滿，這是「自造福

田，自得福緣」，也相信這次慈濟要對水患受災農民發放，在眾

人合心協助下肯定能順利圓滿。

 ◆ 2018.10.06 「慈濟人文教育教師研習與課程研發規劃小組志工種子團隊工作

坊」，6、7日在臺中靜思堂展開，由慈濟基金會與慈濟學校財團

法人共同辦理，結合專業師資、教育資源等，建構新年度課程主

軸與教材，共七十七位學員參加。

 ◆ 2018.10.06 慈濟香港分會啟動為期四天的街頭募款行動，動員全港慈濟志工

分別在港島、九龍、新界等地共十二個點，為印尼蘇拉威西島地

震災民募心募愛。

 ◆ 2018.10.07 斯里蘭卡慈濟志工分別於7日在可倫坡、13日在漢班托塔各辦理

一場志工培訓活動。

 ◆ 2018.10.07 慈濟日本分會響應印尼蘇拉威西島地震賑災，本日例行參加東京

華僑總會在四谷中華學校舉辦的國慶園遊會，義賣所得悉數捐

出，並於14日人文教室秋期班開學、18日抄經班活動進行募心募

緬甸農民純樸，樂於

布施助人，仿效慈濟

「竹筒歲月」精神，

加入米會員行列，日

存一把米，積少成

多，捐出濟助更需要

幫助的貧困家庭。攝

影／王綺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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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活動。另外，大阪慈濟志工也於11日舉行草仔粿製作義賣。

 ◆ 2018.10.07 慈濟巴拉圭亞松森聯絡處，響應印尼龍目島、蘇拉威西島地震賑

災工作，於中華會館舉辦的國慶園遊會暨聯歡大會，展開募心募

款，募得美金三千零三十元。

 ◆ 2018.10.08 臺南慈濟志工於8至14日相繼發起「萬粽合心．大愛相印」、

「萬粽一心．馳援印尼災民」活動，製作素粽義賣，收入悉捐國

際賑災基金，幫助印尼蘇拉威西島地震災民重建家園。

 ◆ 2018.10.09 紐西蘭奧克蘭麥奴考區警察局的種族社區關係警官（Ethnic 

Peoples Community Relations Officer），安排十六位新進警官拜訪

轄區各種族團體組織，本日參訪慈濟紐西蘭分會，了解慈濟深耕

社區的足跡。

 ◆ 2018.10.10 菲律賓「拉蒙‧麥格塞塞獎基金會（Ramon Magsaysay Award 

Foundation）」主席卡門‧阿貝拉（Carmen Abella）等一行四

人，藉由受邀參加玉山論壇的機會，提早抵達臺灣，於9、10日

在慈濟菲律賓分會副執行長李偉嵩的陪伴下，參訪臺北慈濟醫

院、花蓮靜思堂、靜思精舍，並拜會證嚴上人。

  這是該基金會於1991年頒獎予上人後，首次與上人見面，主席卡

門‧阿貝拉接受大愛臺記者採訪時，表示慈濟帶給世界慈悲，

以及對弱勢族群無條件地關懷，許多實踐作為都是現代社會缺乏

的，所以凡舉慈濟所行之事，只要能幫上忙均會盡全力協助。

  參訪團此次前來，除了表達對上人的敬意與感恩之外，也希望將慈

濟經驗與理念傳達給其他得獎人，並進一步串連各領域的得獎者，

共享經驗與資源，為濟弱扶貧、環境保護與世界和平一起努力。

  「麥格塞塞獎」素有亞洲諾貝爾獎美稱，是為紀念1957年因飛機

失事而喪生的菲律賓第七任總統麥格塞塞而設立的。平民出身的

麥格塞塞獎基金會

主席卡門‧阿貝拉

（右）等人到訪靜思

精舍，向上人說明基

金會出版品內容。圖

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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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格塞塞，生前率領百姓剿匪剷共、平定戰亂，又親自拓荒、開

墾農牧，致力土地改革和農村建設，深受人民敬重與愛戴，菲律

賓人也以麥格塞塞獎為榮。

  麥格塞塞獎審核過程十分嚴格，1991年7月16日，麥格塞塞獎基

金會宣佈當年度五位獲獎得主；其中，上人以「喚醒了臺灣現代

社會對古代佛教教義所蘊含的同情與施捨心的再認識」的讚辭，

獲選為社會領導獎得主。

  8月31日，頒獎典禮在菲律賓馬尼拉文化中心禮堂舉行，由總理

艾奎諾夫人親自主持。大會除一一介紹受獎人生平事蹟及卓越成

就貢獻外，並以美金三萬元及麥格塞塞總理之金鑄銅幣乙枚、獎

狀乙張頒贈得獎人，作為紀念與鼓勵。

  上人因故不克親自受獎，乃推派弟子釋德宣、釋德旻師父代表與

會，並委託臺灣駐菲辦事處代表劉達人先生受獎，以及致詞表

示：「天下事要天下人來做，獎勵雖集於證嚴一身，但實質榮耀

應歸於所有慈濟人。」「一分獎勵即一分鞭策，凡我慈濟人今後

應更加努力。」會中並宣布獎金半數捐贈菲國政府，作為火山爆

發賑災之用，另一半則捐予慈濟基金會大陸賑災用。

  菲律賓是一個座落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的熱帶國家，常年飽受地

震、颱風與火山爆發的肆虐，1991年6月呂宋島上的賓那杜布火

山（Pinatubo）大爆發，數千間房屋及建築被摧毀，威力之大連

印尼、馬來西亞、柬埔寨及中國大陸海南、福建兩省，都有火山

灰的蹤跡；之後，每年一到颱風季，強風挾帶滂沱大雨，大量火

山灰泥漿便會傾瀉而下，吞沒人民性命與家園。

  當年，慈濟在菲律賓僅有少數會員，尚無能力動員救災。而這群

會員，多是臺北慈濟志工許金鳳所接引出來的，她於1988年因工

作貿易往來兩國，便將慈濟精神帶往當地，介紹給親朋好友；遠

1991年8月31日，證嚴

上人獲頒菲律賓麥格

塞塞基金會頒發麥格

塞塞社會領袖獎。攝

影／陳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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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菲國的林小正也是其中一員。

  1994年9月，林小正在許金鳳鼓勵下，邀請友人組團來到臺灣花

蓮尋根，深受感動，遂向上人發願，希望在菲國推展慈濟志業以

回饋僑居地。返菲後便積極在華僑圈推廣慈濟，慢慢地人數增加

後，便開始投入慈善工作。

  同年11月8日，慈濟菲律賓聯絡處成立，並設置急難基金專戶，

供當地急難救援之用，由林小正出任聯絡人，後有蔡萬擂、李偉

嵩等企業家陸續加入。又因與崇仁醫院結緣，在呂秀泉醫師大力

支持，促使場場大型義診，服務人數驚人，腫瘤、兔唇等重病症

狀之多，為全球慈濟義診場次中最為罕見。1997年，聯絡處正式

升格為「慈濟菲律賓分會」。

  急難救助、醫療義診，在菲律賓慈濟志業中，推展極為出色；但

在地慈善、長期照顧等方面的落實，尚需努力。2009年，凱莎娜

颱風災害重創首都，卻也為菲律賓分會帶來新契機，首推「以工

代賑」救災模式，不僅幫助災民，也讓志業真正深耕當地，本土

志工召募源源不絕！

  而後的2013年海燕風災救濟，更讓菲律賓慈濟志業攀向全新高

峰，短短十九天內，帶動將近三十萬人次鄉親參加以工代賑，讓

獨魯萬整個城市生機復甦、市容恢復。當時志工在推動以工代賑

過程遭遇挫折，壓力也非常大，上人體恤，直接透過視訊向地方

人士表達意見，也把「慈濟是救濟，不是發放工資」的賑災理念

傳達出去。

  如今不論在獨魯萬、奧莫克或帕洛等地，都恢復亮麗巿容，而且

有一群本土志工在付出，一有災難便會動員救災，速度、品質一

點都不亞於慈濟志工。上人每每提及菲律賓慈濟志業，都是滿懷

2009年，凱莎娜颱風

災害重創首都馬尼

拉，慈濟菲律賓分會

首推「以工代賑」救

災模式，不僅幫助災

民，也讓志業真正深

耕當地！攝影／陳羅

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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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感恩人人落實四大志業──慈善、醫療、教育、人文，

「為佛教、為眾生」齊心努力，排除萬難，使命必達。

  「為佛教、為眾生」是上人開創慈濟開始，一心一志努力以赴的

目標，在得知獲得麥格塞塞獎，面對湧入的讚譽與肯定時，仍舊

強調均是「為佛教、為眾生」，為創造祥和的人間淨土，從來沒

想過得獎或獲表揚，而是將其殊榮歸於所有慈濟人「以佛心為己

心，以師志為己志」，代代相接，薪火相傳，有以致之的。

 ◆ 2018.10.10 馬來西亞馬六甲、麻坡慈濟志工，分別於10、13日啟動街頭募

款，呼籲民眾伸援印尼蘇拉威西島地震災民。

 ◆ 2018.10.11 泰國道德中心一行四十二人，11至14日來臺參訪臺南慈濟小學、

臺北巿內湖慈濟環保教育站、臺北慈濟醫院、大愛臺，以及花蓮

靜思精舍、慈濟大學。

 ◆ 2018.10.12 佛教慈濟功德會於12至14日在花蓮靜思堂舉辦「傳承靜思法脈‧

弘揚慈濟宗門」志業體同仁精進共修，來自臺灣、馬來西亞、中

國大陸、新加坡等地四大志業體主管及職工，以及靜思人文、大

愛感恩科技公司職工，共五百五十一人參加。

 ◆ 2018.10.12 慈濟香港分會為樓齡逾六十年的大圍聯絡處籌措修繕經費，於

12、19日在尖沙嘴北京道的東海薈舉辦「素盡心中愛」慈善晚

宴，所得悉數捐作會務發展基金，同時推廣茹素環保的觀念。

 ◆ 2018.10.13 英國慈濟志工本日在曼徹斯特榮業行華人大超市，進行定點街頭

募款，鼓勵人人響應「一人一善」；20、21日改在伯明翰榮業行

總行募心募愛。三天共動員志工二十五人次，募得逾二千英磅，

全數捐助印尼蘇拉威西島地震災民。

 ◆ 2018.10.13 慈濟美國新澤西分會舉辦「萬『粽』一心．齊力傳愛」活動，義

賣所得捐助佛羅倫斯颶風、印尼地震賑災等急難救助使用。

 ◆ 2018.10.13 慈濟香港分會二十五周年靜態展，即日起至11月18日，分別在香

港仔中心、馬鞍山頌安商場、天水圍銀座廣場、屯門醫院、沙田

醫院、美孚環保站等十個地點展出。

 ◆ 2018.10.20 厄瓜多慈濟志工於20、21日在維和港（Portoviejo）皮斯洛伊

（Pisloy）社區的教堂，舉辦慈善訪視培訓課程，包括來自卡諾

亞鎮的修女梅賽德斯（Mercedes）和五位本土志工，以及皮斯洛

伊本土志工等，一共七十五人參加。慈濟美國總會第六梯次厄瓜

多中長期援建關懷團全程陪伴，並為其中的三位本土志工舉行培

訓志工證頒發儀式。



年
表

總
論

233

  厄瓜多於2016年4月發生強震，慈濟基金會啟動關懷機制，動員

臺灣、美國、阿根廷等地志工，展開勘災、發放、義診等行動，

並在曼納比省（Manabi）維和港、曼塔（Manta）兩地進行八天

的以工代賑，邀請災民清掃災區街道，提供每人每日十五美元代

賑金，共幫助一萬三千六百九十四人次。

  急難救援工作告一段落，考量地理位置、語言溝通等各項因素

後，慈濟基金會委請慈濟美國總會自2017年1月起，承接厄瓜多

中長期援建關懷工作，當月關懷團以援建工作為評估目標出團，

經實地勘查評估後，決定援建卡諾亞鎮教堂，工程於2017年3月

正式啟動。

  2018年5月，美國總會第五梯次中長期關懷團，再赴厄瓜多，除

了關懷工程進度、辦理浴佛典禮外，並在維和港舉辦本土志工培

訓課程，同時約定每月定期聚會精進，也請志工提報社區需要關

懷的個案，安排訪視。

  同年6至8月間，厄瓜多本土志工展開多次慈善訪視行程，關懷皮

斯洛伊的地震受災家庭荷西先生、癌末的諾埃米女士等個案；團

隊訪視後會進行討論，共商後續濟助的方向，其中也會有善心人

士得知狀況，特別樂捐輪椅等物資。

  此次，美國總會第六梯次關懷團，藉由會務關懷之際，慈濟志工

洪良岱等人也一同陪著本土志工，於10月18、19日走訪六個貧苦

家庭，進行訪視關懷；之後的兩日培訓課程中，洪良岱再傳授慈

善基本功夫，包括訪視對談問話、個案資料紀錄等，讓本土志工

更加印象深刻，利於提升訪視工作的品質。

  當天培訓課程，特別頒發了志工培訓證予三位厄瓜多志工，包括

兩位本土志工珍妮弗（Jennifer）、波里斯（Boris），以及遠嫁

厄瓜多三位志工獲頒

志工培訓證，分別是

二位本土志工的珍妮

弗（右三）、波理斯

（右一），以及移民

當地的王嬿婷（右

二）。圖片／慈濟美

國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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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王嬿婷。珍妮弗年幼依親、移民美國，取得教育管理、語

言治療雙碩士學位，2015年返回厄瓜多投身教育工作；2016年發

生大地震後，她在朋友介紹下，擔任慈濟賑災團翻譯，從此與慈

濟結下豐厚深緣。

  同是厄瓜多人的波里斯，是地震受災的曼塔地區接受「以工代

賑」的一員，因受到慈濟志工真誠付出而感動，於是從接受幫助

的人，如今成為能助人的志工，同時也兼任卡諾亞鎮教堂援建工

程的施工監督、管理。

  王嬿婷則是道地的臺灣人，遠嫁南美洲國家，與丈夫夏忠豪定居

厄瓜多，雙親都是慈濟志工，外婆陳萬美英生前是位精進的環保

志工，從小對慈濟耳濡目染； 2016年厄瓜多地震時，因人到臺灣

來不及參與慈濟賑災，回到厄瓜多時，正逢舉辦僑界愛灑茶會，

便及時把握好因緣，承擔起慈濟在厄瓜多後續的中長期關懷。

 ◆ 2018.10.20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於新山支會靜思堂、環保教育館舉辦環保共識

營，來自檳城、新山、霹靂、登嘉樓、玻璃市等地約一百五十位

環保志工參加。

 ◆ 2018.10.20 柬埔寨慈濟志工舉辦人文真善美志工培訓課，邀請新加坡慈濟志

工擔任講師，內容包括人文真善美職務與使命、採訪禮儀等，共

八位學員參加。

 ◆ 2018.10.21 慈濟柬埔寨聯絡點舉辦年度第四次志工培訓課程，主題為人文志

業，由新加坡慈濟志工擔任講師，共三十八人參加。

 ◆ 2018.10.21 印尼龍目島（Lombok）、蘇拉威西島（Sulawesi）接連於8、9月

發生大地震，造成嚴重傷亡；其中，蘇拉威西島的強震不只引發

海嘯，重災區巴路市近郊的城鎮貝托波（Petobo），更因土壤液

化，遭到嚴重破壞。

厄瓜多本土志工偕同美

國關懷團隊志工，一起

前往貧病個案家庭訪

視，因不少人居住偏遠

郊區，志工一人緊牽另

一人的手，小心翼翼走

在斜坡上。圖片／慈濟

美國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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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後第一時間，慈濟印尼分會啟動急難援助機制，動員志工前往

勘災、發放、義診，並於2018年10月15日與印尼國軍簽署合作備

忘錄，將為兩地災民援建永久住宅。緊接著，全印尼慈濟志工也

開始積極展開街頭募款行動，呼籲民眾共同響應，幫助地震災民

早日恢復往常的生活。

  10月20日，雅加達慈濟志工三十人的隊伍分成十個小組，前往穆

阿拉．卡朗市場（Muara Karang），分別走入商家、定點站在街

頭巷口，籲請大家發揮愛心。傍晚時分，轉往第二個募集愛心地

點——卡布新村的百貨公司和美食街。

  巨港慈濟志工則是19到21日在巨港貿易商場（Palembang Trade 

Center）進行募心募款活動。時間分成兩班，第一班從上午十一

點到下午五點，而第二班則從下午五點到晚上九點，三天共動員

九十三人次志工，在各聚集點募到許多會眾的愛心，另外也發放

超過一千片的靜思語書簽。

  有不少父母帶著孩子一起捐款，希望啟發孩子愛心，讓他們從小

就開始學習關心別人。其中一位家長阿利（Ari）認為，孩子從

印尼各地慈濟志工在

居住地展開募心募愛

活動，籌募援建永久

住宅的建設基金，協

助龍目島地震、蘇拉

威西島地震受災鄉親

早日重建家園。圖片

／慈濟印尼分會提供

馬六甲慈濟志工參加

共修會，並帶著竹筒

回娘家，響應印尼地震

賑災，匯聚善念幫助災

民。攝影／黃海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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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就應該教導他們關心別人，並覺得慈濟募款活動非常好，非常

願意支持跨宗教的愛心活動。

  其實，早在慈濟志工上街募款前，印尼慈濟各據點在災後即展開

募心募愛活動。在慈濟印尼分會，志業體職工除了為災民祈禱祝

福外，也自發捐款；在印尼慈濟國際學校，約兩百多位師生也共

同響應。

  此外，社會大眾的愛心也不斷湧入。巴穆朗大學（Universitas 

Pamulang）於11月舉辦研討會時，不但邀請慈濟志工參加，也捐

出校園募款所得一億兩千兩百二十五萬印尼盾（約新臺幣二十五

萬元），而印尼羽毛球協會也愛心響應，與慈濟合辦慈善拍賣

會，募得二十一億四千八百萬印尼盾（約新臺幣四百五十一萬

元），悉數捐作災民住房援建用。

  不只印尼展開募心募愛行動，全球各地慈濟志工也群起響應。各

國募款行動因地制宜，遵守各國法規，有些國家的志工依法申

請、上街募款，也有國家的志工們自主發心，以製作糕點義賣等

方式響應，募得款項捐作國際賑災基金。

  在香港，政府自2010年起嚴格管控勸募申請，此次慈濟香港分會

備妥財務報表、年報，以及印尼分會同意接受捐贈等相關文件，

依法提出申請，前後不到三天便獲准通過，准許慈濟香港分會啟

動為期四天、在十二個定點的街頭募款行動。

  在臺灣，慈濟基金會此次並未提出勸募申請，而是四大志業體職

工、各地志工自行愛心響應，有人拿竹筒回娘家、有人包粽義

賣、有人辦惜福活動等，愛心所得也是全數捐作國際賑災基金，

希望能為印尼地震災民盡一分心力。

  截至21日，全球共有三十六個國家地區的慈濟志工，展開募心

臺南慈濟志工舉行

「萬粽一心，送愛到

印尼」活動，包素粽

賣義，收入捐作國際

賑災基金，幫助印尼

災民早日重建家園。

攝影／林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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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愛行動，包括：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柬埔寨、

泰國、斯里蘭卡、日本、汶萊、約旦、土耳其、菲律賓、香港、

韓國、寮國、緬甸、美國、墨西哥、巴拉圭、巴西、厄瓜多、阿根

廷、加拿大、海地、瓜地馬拉、多明尼加、法國、英國、德國、奧

地利、義大利、澳洲、紐西蘭，以及南非、莫三比克、賴索托。

 ◆ 2018.10.21 慈濟印尼分會歡慶二十五周年，與印尼大愛電視臺合辦「媒體和

人道精神」人文研討會，探討社交媒體對社會群眾的關係與影響

力，共七百三十六位政府人士、媒體從業人員、社區領袖、師

生、民眾參加。

 ◆ 2018.10.21 彰化區慈誠隊繼3月勤務演練共修課程後，本日與宗教處合辦

「慈誠精神研習」，以提升隊員的人文精神，凝聚團隊運作默

契，共二百五十七位學員參加。

 ◆ 2018.10.24 慈濟基金會首次出團前往非洲關懷會務，由副執行長兼宗教處主

任熊士民領隊，包括總務處主任詹桂祺、宗教處職工林裴菲與

張佑平，及多位慈濟志工等共十一人，10月24日至11月1日走訪

慈濟南非分會，關心德本、約翰尼斯堡會務運作狀況，以及到

慈濟莫三比克聯絡點，了解本土志工組織運作現況，並拜會政

府單位等。

 ◆ 2018.10.25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辦公室副主任王運敬、宗教處職工呂學正代

表，出席由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舉辦的「一○七災害防救服務聯

繫會報」，分享印尼蘇拉威西島地震賑災工作經驗。

 ◆ 2018.10.26 慈濟非洲南部本土志工幹部研習營於26至28日在約翰尼斯堡的慈

濟南非分會志工培育中心舉行，來自南非、賴索托、辛巴威、史

瓦帝尼、莫三比克、波札那、納米比亞及馬拉威等共八個國家、

計二百四十位華人及本土志工參加。

 ◆ 2018.10.27 慈濟新加坡分會向國家福利理事會申請舉辦募款日核准通過，本

日動員全體慈濟志工街頭定點勸募，善款捐作慈善基金。

 ◆ 2018.10.27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一連兩天在七家亞洲的超市門口展開「善愛弭

災——募您一分愛、一分力量」街頭勸募，動員志工逾一百三十

人次，募得款項作為慈善急難救助使用。

 ◆ 2018.10.28 慈濟基金會本日在新北市雙和聯絡處舉辦「北區慈善農耕隊感

恩聯誼」，約一百五十人參加。北區農耕隊於2009年11月6日成

立，由黎逢時、陳成立、黃秋良三人促成啟動，致力推動友善農

耕，不抓蟲、不灑藥，讓土地回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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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0.28 高雄慈濟志工於靜思堂舉行朝山活動，為高雄分會成立二十四周

年祝壽，計七百六十四人共襄盛舉。

 ◆ 2018.10.29 第五屆世界佛教論壇於29至30日在中國大陸福建省莆田巿會展中

心舉行，主題為「交流互鑒，中道圓融」，以弘揚跨越時空、國

度的佛教精神，並促進佛教與其他宗教各領域間的交流互鑒。

  世界佛教論壇由兩岸四地佛教界發起，自2006年起，每三年舉行

乙次，其宗旨在為世界佛教徒搭建一個交流、合作的平臺，也為

海峽兩岸佛教交流提供良好契機。

  慈濟自首屆以來，每屆均派代表參加，本屆由靜思精舍德悅、德

懷、德 師父，以及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宗教處職工

黃晟祐代表與會，並在大會安排的十個主題分論壇中，參與其中

四個主題分論壇之發言，包括：佛教與海上絲綢之路、佛教與公

益慈善、佛教與環境保護，以及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

  其中，佛教與海上絲綢之路分論壇，由副總執行長林碧玉代表

慈濟，與眾分享慈濟在「一帶一路」國家的付出與成果。德懷

師父則在佛教與公益慈善分論壇中，分享慈濟四大志業、八大

法印在全球的成果。德悅師父則代表出席佛教與環境保護之分

論壇。

  除了十場分論壇外，本屆共有七場主論壇，由德 師父代表慈濟

出席第六場主論壇，並以「中道圓融，天下祥和」為題進行發

言，表述證嚴上人進佛門後，以《法華經》為依歸，而《法華

經》是靜思法脈與慈濟宗門的法髓，教導人人行菩薩道，走入人

群，自利利他，籲眾力行諸佛菩薩的教法，守住正念，自我淨

化，回歸如來本性。

靜思精舍德懷（右一）、

德悅（右二）、德 （左

三）等三位師父，以及慈

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

玉（左二）出席第五屆世

界佛教論壇，並與玄奘大

學宗教與文化系主任昭慧

法師（中）共同在會場入

口合影。攝影／黃晟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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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 2018.11.01 世界宗教議會（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於1至7日在加

拿大多倫多市會議中心舉辦，來自八十個國家、超過二百個組織

團體代表、約一萬人參加。其間規劃逾百場由數十位宗教代表、

知名嘉賓與談的主題演講，以及上千場次專題發表分論壇，並開

闢展覽區，陳列展示各宗教團體的文化特色、書籍等。

  由靜思精舍德淵師父、德澍師父，清修士陳美玲，以及慈濟基金

會文發處主任何日生、宗教處職工呂宗翰等人代表與會，另外慈

濟美國總會、加拿大分會也組成志工團隊共襄盛舉。

  世界宗教議會創立於1893年，是全球最大的宗教集會，開創了不

同宗教信仰者之間的對話。首屆在芝加哥舉行後，間隔百年，

於1993年同在芝加哥舉辦第二屆，爾後分別於1999年在南非開普

敦、2004年在西班牙巴塞隆納、2009年在澳洲墨爾本舉行。

  第六屆世界宗教議會於2015年在美國猶他州鹽湖城舉行，當年慈

濟美國總會以旁聽身份報名參加，由慈濟志工曾慈慧、譚建芬兩

人代表出席，也在會場中和其他宗教人士互動，介紹慈濟。

  而在本年度的第七屆世界宗教議會中，慈濟不再是旁聽身份，

不僅在開幕儀式上播放證嚴上人祝福短片，並主持其中一個分

論壇。其因乃為聯合國新聞理事會主席布魯斯‧諾茨（Mr. Bruce 

Knotts）的大力引荐下，慈濟基金會正式報名積極參與。

  2018年6月15日，執行長辦公室職工黃恩婷召開第一次說明會，

邀請與會代表德淵師父、德澍師父，以及文發處主任何日生等

人，共同討論發言方向、聚焦發表議題。之後，團隊在11月1日出發

前，進行多次試講，不斷調整論述內容與方向，特別是議會全程以

英文發表，因此要精準表達靜思法脈的克難精神、精舍自力更生的

生活，以及氣候變遷與環保茹素間的關係，用詞顯得格外重要。

慈濟基金會參加第七

屆世界宗教議會，於

開幕儀式播放證嚴上

人開示影片。圖片／

慈濟加拿大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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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七屆世界宗教議會於1日晚間舉行的開幕儀式上，由布魯斯‧諾

茨致詞介紹慈濟基金會與證嚴上人，並播放證嚴上人開示影片，內

容傳達「宗教共融，眾善共行」的精神。

  爾後，在4日慈濟主持一場分論壇，主題為「基於信仰的角度針

對氣候變遷採取具有道德觀念的行動（The Faith-based Perspective 

on the Moral Imperative to Take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由

德淵師父、德澍師父、文發處主任何日生，以及天主教教區基

督教和宗教間官員協會（CADEIO）全國副主席艾力克斯神父

（Father Alexei Smith）、全球穆斯林氣候項目Green Faith & Co外

聯主任娜娜菲爾曼（Nana Firman）共同論述。

  面對全球暖化問題，德淵、德澍師父從信仰和道德的角度，分享

精舍自力更生，以及慈濟人如何將佛法落實生活，致力推動環保

及茹素等經驗，同時也向與會人員表明，慈濟從事援貧助弱，有

很大部分需要和不同宗教組織合作，宗教的核心價值都是愛，希

望不同宗教團結一起，凝聚愛的力量。

  最後文發處主任何日生，以慈濟的力行印證環保對環境、對健康、

對心靈都有非常正面的影響力。另外，在跨宗教點燈祈福儀式中，

由德淵師父代表佛教參加，帶領大眾共同祈求天下無災無難。

  在議會場外，慈濟設置人文展區，介紹用回收塑料製作的慈悲科

技產品，包含環保毛毯、淨斯福慧多功能折疊床、桌、椅等，吸

引不少人士駐足了解。其中，一位聯合國組織代表貝斯，驚訝慈

濟環保做得如此徹底，從回收寶特瓶、撕去標籤、變成再生聚酯

粒子，再製成毛毯、圍巾等精緻的產品 ，實在令人讚歎。

  11月10日，德淵、德澍師父和清修士陳美玲等人圓滿任務歸來，

向上人報告此行成果與心得。上人肯定大家的用心，表示慈濟人

慈濟基金會於4日主持

一場分論壇，由布魯

斯‧諾茨（站立者）

開場引言，為論述發

表拉開序幕。攝影／

梁延康



年
表

總
論

241

總是「說我所做，做我所說」，所分享的都是踏實力行佛法的心

得，有真實的人間事相可以印證，更讚歎布魯斯‧諾茨在皈依成

為靜思弟子後，確實做到承諾，把慈濟的成果推向國際，主動提

供了國際會議的訊息，也積極促成慈濟與會。

 ◆ 2018.11.02 慈濟加拿大多倫多支會舉辦委員、慈誠精進研習營，邀請靜思精

舍德淵、德澍師父，清修士陳美玲及慈濟基金會宗教處職工呂宗

翰、美國總會副執行長曾慈慧擔任講師，計八十二人參加。

 ◆ 2018.11.02 香港機場管理局舉行年度飛機事故演習，模擬客機空難爆炸，造

成嚴重死傷。慈濟香港分會首次受邀參與，動員二十八位志工，

承擔罹難者家屬等各種角色扮演，並提供心理撫慰支援服務。

 ◆ 2018.11.03 「2018年慈濟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於3至21日分別在

花蓮靜思堂、新北巿三重和板橋志業園區，以及臺中靜思堂，共

舉辦四場次，來自三十一個國家地區、計二千零六位學員參加；

其中，一千五百六十八人由證嚴上人親自授證，成為慈濟委員、

慈誠隊員。

 ◆ 2018.11.03 慈濟美國總會一年一度募款活動——「大愛共伴有情天2018慈濟

慈善餐會」，3、4日在聖迪瑪斯志業園區舉辦兩場，所得悉數捐

作慈善基金。

 ◆ 2018.11.03 慈濟臺北分會在新店靜思堂舉辦「北區慈院醫療志工合心共識

營」，來自新竹以北的合心、和氣組隊長及醫院志工領隊共

四百三十一人參加，學習明年上路的「病人自主權利法」及醫療

新知，並於下午分隊到臺北慈濟醫院實習，服務病患及家屬。

 ◆ 2018.11.03 印尼巴穆朗大學（Universitas Pamulang）舉辦研討會，特別邀請

慈濟志工參加，並捐贈校園募款所得一億兩千兩百二十五萬印尼

盾（約新臺幣二十五萬元），作為龍目島、蘇拉威西島地震災民

在世界宗教議會展示

會場，慈濟設置人文

展區，慈濟志工介紹

由寶特瓶製成的環保毛

毯，讓大地資源重複使

用。攝影／梁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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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援建用。

 ◆ 2018.11.04 慈濟馬來西亞根地咬聯絡處為籌措沙巴州根地咬醫院洗腎中心擴

建經費，在根地咬體育館舉辦「萬眾一心、募愛腎友」義跑活

動，吸引二千三百二十二人參加。

 ◆ 2018.11.04 臺灣北區慈濟人醫會首次組團，至花蓮靜思精舍朝山，共

二百九十七人參加。

 ◆ 2018.11.04 慈濟巴西聯絡處舉辦募心募愛祈福會並推廣茹素環保觀念，逾

一百人與會，募得善款巴西幣五萬七千元（約臺幣四十五萬

元），悉數捐作國際賑災基金，響應印尼蘇拉威西島賑災。

 ◆ 2018.11.07 慈濟基金會榮獲泰國國家發展楷模研究所（Nation-Building 

Inst i tute）頒發「國家發展楷模終身成就獎：國際民眾部門

（Nation-Building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People Sector-

International）」，由泰國分會副執行長陳予虹代表領獎。

  泰國國家發展楷模研究所成立於2016年，為政府、民間等單位人

才，提供培養領導、管理及道德實踐能力的資源學習中心，2018

年首次表揚十四位對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的人或單位，慈濟即為

其中之一，以「取之當地，用之當地」之理念，在全球五大洲、

逾九十個國家地區，不分宗教、種族展開關懷行動而獲肯定。

 ◆ 2018.11.09 慈濟基金會增設「長照推展中心」，敦聘林碧玉及莊淑婷擔任

總、副召集人，以因應臺灣社會邁入高齡化，強化慈濟長期照顧

服務工作。

 ◆ 2018.11.10 慈濟美國總會在聖迪瑪斯志業園區舉辦朝山祈福活動，計三十四

人齊心祈求天下平安，也為近日加州林火受災民眾祈福。

 ◆ 2018.11.10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於10、11日在聖荷西志業園區舉辦兩場賑災

募款感恩會，並邀請2017年聖塔羅莎（Santa Rosa）林火災民分

慈濟泰國分會副執行

長陳予虹（左）代表

領獎，從泰國前總理

阿南．班雅拉春手中

接下獎項。攝影／蘇

品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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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災後家園重建的心情點滴。募得款項捐入慈善基金，作為急難

救助與災區復建使用。

 ◆ 2018.11.10 「2018年歐洲慈濟志工精進研習營」於10、11日在慈濟法國聯絡

處舉行，來自法國、德國、英國、義大利及盧森堡等地共五十七

人參加。

 ◆ 2018.11.11 慈濟彰化分會舉辦聯誼感恩茶會，邀請一百六十三位受證屆滿

二十年以上的慈濟委員、慈誠隊員參加，感恩他們長年的投入與

付出。

 ◆ 2018.11.11 印尼慈濟人醫會成立十六周年，於雅加達靜思堂舉辦慶祝活動，

計二百八十人參加，其中一百一十三人為人醫會新成員，包含

五十九位醫師。

 ◆ 2018.11.12 慈濟加拿大分會本拿比聯絡點舉行剪綵揭幕儀式，地點設址在本

拿比市西南部的鐵道鎮（Metrotown）。

 ◆ 2018.11.12 證嚴上人於11月12日至12月9日展開第一階段歲末行腳行程，包

含11月7日花蓮場次的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此次共主

持二十六場歲末祝福暨授證活動，為二千九百六十一人授證；另

含其他聯誼、溫馨座談等，總計出席一百零四場活動，與近七萬

七千八百人次互動。

證嚴上人展開本年度

第一階段歲末行腳，

為新任委員、慈誠隊

員授證，並向護持慈濟

的所有人士致意。圖片

／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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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歲末年終之際，上人即會分兩階段行腳全臺，一來向護持慈

濟的會員、各界人士致意，送上來自靜思書籍版稅的福慧紅包，

另一方面則是為圓滿培訓的慈濟委員、慈誠隊員授證，叮嚀他們

加入慈濟大家庭後，更要「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致

力濟貧教富的工作。

  今年第一階段行腳，主要是為回臺參加「海外培訓慈誠委員精進

研習會」的海外慈濟志工，以及北臺灣地區的慈濟志工授證；第

二階段，便是以南臺灣的慈濟志工為對象，為其授證，並向會員

大眾、環保志工等致意。

  其中，海外志工在結束見習、培訓後，不惜路程、千里迢迢來到

臺灣，就是希望能見師一面，讓上人親自授予委員、慈誠證。早

年海外授證活動都在花蓮靜思堂舉行，爾後因人數增加，也為了

免去大隊人馬移動、減少碳足跡，遂自2011年起分批擇在臺北等

地舉行，上人亦會在此時出門行腳。

  本年度的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11月3日自花蓮靜思堂

起跑，之後在新北巿三重和板橋志業園區，以及臺中靜思堂，

共舉辦四場次。花蓮場研習會的課程進入第五天，當天上人為

七百四十位委員、慈誠別上證件，予以勉勵，即為今年的歲末祝

福暨授證活動拉開序幕。

  爾後，上人於12日出門，並分別在三場海外研習會，為海外慈濟

志工授證，合計四場共有一千五百六十八人，成為正式慈濟委

員、慈誠隊員；其間，也與各國慈濟志工溫馨座談，聆聽他們在

當地推動會務，或加入慈濟的心路歷程。

  對於海外慈濟志工，用心在僑居地推動志業，又千里迢迢返臺精

進受證，上人既感動又感恩，並表示接受兩年以上的見習、培

每逢歲末年終之際，

就是慈濟大家庭添丁

之時，證嚴上人出門

至各地，為新任委

員、慈誠授證，也領

眾點亮心燈，祈禱天

下無災無難。攝影／

黃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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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也投入家訪、看見人間苦難，應知慈濟是一條難行的菩薩

道，但路難行仍要走得自在又甘願，期許所有人緊記今日的受

證，更是堅定道心的開始，要時日行在菩薩道上。

  臺灣地區歲末祝福暨授證活動，首場於17日在桃園靜思堂起跑，

接著是新竹與雙北，上人在十三場活動，為大臺北地區的慈濟委

員、慈誠隊員，以及臺北慈濟醫院、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等志業體

職工授證；接著，行程來到宜蘭羅東聯絡處，圓滿兩場活動後，

方返回花蓮，結束此次行腳。

  在此次歲末行腳期間，上人在各場活動中，多次與眾說明今年歲

末主題——「感恩尊重生命愛．和敬無諍共福緣」之意涵。

  有感於近年氣候變遷、環境污染，大地嚴重被破壞，上人期勉人

人力行「感恩尊重生命愛」，要懂得尊重所有生命，茹素護生，

也減少污染、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減緩全球暖化，減輕殺業也減

輕災難。

  除了要愛一切眾生外，更需要「和敬無諍共福緣」，人與人之間

要相敬、互愛，不要輕輕一句話傷到人心，更不要動不動與人發

證嚴上人在歲末行腳

期間，行程繁忙緊

湊，除了歲末祝福暨

授證外，與諸多人

士會晤，討論各項事

宜。圖片／慈濟基金

會提供

來自緬甸的貧農烏善

丁（左），雖然生活

不寬裕，但仍日存一

把米助人，今年特地

返臺受證，法號「本

傳」。攝影／曹健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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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口舌上的爭端，唯有「和敬無諍共福緣」，多與人結好緣，才

能讓家庭、社會平安祥和。

  除了歲末主題的期勉外，上人繼「淨化人心、社會祥和、天下無

災難」三願後，13日在三重志業園區舉辦的「2018年慈濟海外培

訓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首次呼籲全新的新春三願。上人說：

「每年這個時候，是慈濟大家庭添丁的時刻，也是最開心的時

候！感恩過去的每分秒鐘，人人互相提攜、關懷、相愛，彼此成

就增長慧命。師父年年都有心願，今年我也很期待，一願人和共

耕福田，二願社會祥和共榮，三願天下安和平安，人人都能過著

風調雨順、安和樂利的生活，這是今年師父對大家的祝福，希望

人人能做到『感恩尊重生命愛，和敬無諍共福緣』，那麼，這三

個願便會達到。」

  2018年第一階段歲末行腳於12月9日圓滿，第二階段歲末行腳活

動於12月27日展開，上人一路南行，經由臺東、屏東、高雄、臺

南、嘉義、雲林等地，為南臺灣的新任委員、慈誠隊員授證，預

計於2019年1月18日結束行程，返回花蓮。

印尼今年有六對夫妻

檔同時來臺受證，成

為慈濟委員、慈誠隊

員，同師同志同道，

更能增加力量恆持精

進。攝影／黃炳添

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精

神研習會，雖然來自

各國的慈濟志工語

言、種族、宗教不

同，但來臺見師一

面、由上人親自授證

的心願卻是相同的。

攝影／葉唐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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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歲末祝福小辭典｜

慈濟歲末祝福活動，起緣自冬令發放前的年度聚會。自1969年

在普明寺第一次辦理後，冬令發放就成了慈濟年度例行大事，發放

前一個月，志工忙著為照顧戶張羅物資，打包成一份份年禮；發放

前一天，也是所有準備工作完成之日，當天晚上精舍常住師父、所

有工作人員及志工齊聚，恭聆證嚴上人開示，暢談一年來從事志業

的感言。

這個受到大家所珍惜的一年一度聚會，逐漸演變成為後來的

「慈濟歲末祝福」活動。然而，在1993年之前的委員授證儀式，並

未與歲末祝福合併舉辦，而是每年舉辦二次，新委員經推薦、報請

花蓮本會核定後，才分別通知受證日期，擇在8月慈濟醫院院慶，

或年底的全省委員聯誼會時進行。

1993年，上人取消「幕後委員」一詞，全面改用「見習委

員」，慈濟委員組織自此邁入見習、培訓、受證三大階段，同時宣

布授證儀式改為一年一次、分區舉行，並開始與歲末祝福合併舉

辦，由上人親自前往授證。

此外，慈濟歲末祝福活動，也在1999年出現轉變，除了上人場

次外，首次舉辦社區歲末祝福，由靜思精舍常住師父代表上人發送

福慧紅包及點心燈，感謝會員涓涓善款支持，也向九二一地震時投

身救災行列的社區志工致意；並自2004年起，制訂年度主題，藉此

期待全體慈濟志工同心協力朝共同方向努力，並增進社區會員、民

眾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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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14 加拿大多倫多漢博學院（Humber College）副校長麥提森（Alister 

R. Mathieson）、健康科學院院長鮑爾（Jason Powell）等人，在

加拿大慈濟志工陪同下，至新店靜思堂拜會證嚴上人。

 ◆ 2018.11.17 為馳援加州森林大火受災民眾，慈濟美國總會接連兩個週末，

包括17、18日，以及感恩節假期的23、24、25日，動員所有分支

會、據點志工，展開全美街頭募心募款活動。

 ◆ 2018.11.17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於17至19日、21至22日舉辦防錯法工作

坊，邀請精實管理專家李玉珍授課，共同研議急難賑災模式、作

業流程等的改善與優化，以提升救援效率，來自馬六甲、雪隆、

吉打與馬來西亞分會共七十五位職工、志工參加。

 ◆ 2018.11.18 高雄巿慈濟慈誠隊精神研習會，首次選在岡山志業園區舉行，共

五百四十六位學員透過法脈精神、宗門要義、座談等課程，了解

慈濟志業的脈動，加強慈誠隊員間的凝聚力。

 ◆ 2018.11.18 厄瓜多慈濟本土志工於曼納比省（Manabi）卡諾亞鎮（Canoa）

舉行美食義賣活動，所得捐作本地慈善基金。

 ◆ 2018.11.22 約旦哈希米慈善組織（Jordan Hashemite Charity Organization）四

名幹部成員，於22至27日參訪臺灣慈濟志業體，包括到內湖環保

教育站實作資源回收分類、至靜思精舍參與志工活動等，學習慈

濟精神及志業運作概況；並於25日在新店靜思堂，拜會證嚴上人。

 ◆ 2018.11.23 國際電影明星楊紫瓊，在馬來西亞慈濟志工陪同下，於臺中靜思

堂拜見證嚴上人。

 ◆ 2018.11.24 慈濟印尼分會與印尼羽毛球協會（Komunitas Bulu tangkis 

Indonesia）於雅加達大印尼購物中心西區廣場（West Mall Grand 

Indonesia）舉辦慈善拍賣會，募得二十一億四千八百萬印尼盾

約旦哈希米慈善組織

成員來臺參訪，到內

湖環保教育實際體驗

寶特瓶回收、分類過

程。攝影／陳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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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新臺幣四百五十一萬元），捐作龍目島、蘇拉威西島地震災

民住房援建用。

 ◆ 2018.11.25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於25至27日在花蓮靜思堂舉辦「2018年退休教

師聯誼活動」，鼓勵退休後仍能將對教育的熱愛帶回社會、發揮

老師良能，計六十一人參加。

 ◆ 2018.11.25 墨西哥梅賽德修女會總修女瑪塔，以及修女會所屬的莫雷洛綜合

學校（Instituto Morelos）校長愛德莉娜等人，11月25日至12月1日

來臺參訪花蓮靜思精舍、減災希望工程學校、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及臺北慈濟醫院等，並於11月30日、12月1日在新店靜思堂拜會

證嚴上人，感恩慈濟對2017年墨西哥地震災民的援助。

 ◆ 2018.11.25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於麗陽高爾夫鄉村度假村（Tropicana Golf 

& Country Club）舉辦大愛高爾夫球賽，為吉隆坡慈濟國際學校

籌募建設基金，計一百二十八人響應。

 ◆ 2018.11.27 慈濟高雄分會於靜思堂舉辦大愛媽媽共修活動，來自高雄、屏東

兩地共一百七十六人參加。

十二月

 ◆ 2018.12.01 馬來西亞慈濟人醫會於1、2日在檳城慈濟洗腎中心舉辦論壇，主

題為氣候變遷對人類健康的影響，約一百三十位醫護人員、慈濟

志工參加。

 ◆ 2018.12.01 慈濟美國總會在奇科市（Chico）聯邦災難恢復中心（Disasters 

Recovery Center）舉辦記者招待會，由執行長黃漢魁對眾宣布，

墨西哥梅賽德修女會

總修女瑪塔（左二）

向證嚴上人表達感

恩。圖片／慈濟基金

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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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已啟動「一人一戶（Hope Heals）」活動，為坎普大火

（Camp Fire）受災民眾，展開另一波更大規模的募款行動，邀請

民眾一人捐款幫助一戶受災家庭，捐款五百美金可幫助兩人家庭

一戶、六百美金幫助三至四人家庭一戶、八百美金則可幫助超過

五人家庭一戶。

  坎普大火自11月8日開始延燒，帶來嚴重災情，其中天堂鎮更是

付之一炬。慈濟自9日展開援助行動，駐點聯邦災難恢復中心，

服務災民，發放現值卡等物資。此次記者會上，慈濟也對外表

示，在災區的駐點服務，將會一直持續到聯邦災難恢復中心關

閉、結束任務為止。

 ◆ 2018.12.01 慈濟美國醫療基金會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西醫學中心、鳳凰

衛視合作，在洛杉磯聖蓋博喜來登酒店舉辦「第二屆國際中醫藥

文化節」電影欣賞會，並宣布將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西醫學

中心合作，在聖蓋博地區推動中西醫結合醫療服務。

 ◆ 2018.12.01 慈濟美國紐約長島支會為籌建長島大愛幼兒園，於會所舉辦蔬宴

餐會及義賣活動，並介紹建校緣起、辦校宗旨及校園環境等，約

四百八十人共襄盛舉。

 ◆ 2018.12.02 慈濟澳洲分會舉辦歲末祝福，並邀請「星兒專案」課程的孩童、

老師一起上臺表演，共五百七十五位志工及會眾參加。

 ◆ 2018.12.02 慈濟美國波士頓聯絡處舉辦「寒冬送暖、愛灑慈濟音樂會」，並

結合慈善拍賣等活動，逾百人與會，收入悉捐國際賑災基金。

 ◆ 2018.12.03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四次締約國會議（UNFCCC 

COP24），12月2至14日在波蘭南部西利西亞省的卡托維茲

（Katowice）舉行，來自全球近二百個國家代表，以及非政府組

織、企業行業等約二萬人參加，各國代表就2015年通過的「巴黎

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

黃漢魁（中），宣布

慈濟啟動「一人一

戶」大規模募款行

動，邀請民眾一起伸

援受災民眾。攝影／

容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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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實施細則，以及各國落實減碳、減塑計畫的目標和實際執

行狀況進行討論。

  慈濟基金會今年第六次參加會議，由十五位職工暨志工組成工作

團隊，自12月3日起參與多場周邊會議、召開十場記者會、設攤

介紹慈濟環保志業及推廣慈悲科技產品，以及與其他國家代表、

組織團體交流，同時也觀摩其他綠能研發成果等。

  此行任務，與往年最大不同之處，便是透過十場記者會，邀請各

領域專家聯合座談，傳達慈濟長年致力推動大地環保、身體環

保、心靈環保的「健康三保」理念。而這十場記者會，團隊花盡

心思，依氣候變遷、企業責任、宗教信仰、科學印證、純素推廣

等主題性設計對談內容，並由團隊各領域人員代表上臺主持。

  其中，氣候變遷主題，由氣象專家彭啟明博士連袂比利時氣象

主播潔兒（Jill Peeters）、波蘭氣象主播雅羅斯瓦夫（Jarostaw 

Kret），在記者會上分享氣象主播已從天氣預報轉型成為提高民

眾對地球暖化認知的角色。另外，大愛感恩科技公司代表黃意

容，則與臺達電共同分享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時也能響應環保。

  在純素推廣議題方面，由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林名男，分享慈濟

醫療體系所做的綠色醫療，除了在醫療領域致力減碳，臺北慈濟

醫院更有全臺唯一只提供素食餐點的星巴克。此外，執行長辦公

室職工黃恩婷則分享身為宗教信仰組織，該如何協助並推動減

碳、落實環保工作。

  12月15日最後一場記者會，團隊總結兩週來參與會議的重點與心

得，其中彭啟明博士以佛法中的「成、住、壞、空」，再次強調

淨化人心，以及改善氣候變遷問題，需要人人齊心共行。

  除了周邊會議、記者會外，慈濟也設攤展出寶特瓶回收後製作的

慈 濟 基 金 會 參 加

UNFCCC COP24，並

召開十場記者會，最

後一場由彭啟明博士

（左）、德國慈濟志

工楊濟洪（中）共同

主持。圖片／慈濟基

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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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其中織品類從衣物到鞋子等，觸感舒適讓各國代表嘖嘖稱

奇，團隊亦因此受邀到非洲展覽館，向蘇丹、剛果、安哥拉、坦

尚尼亞及烏干達等五國代表，介紹慈濟環保志業，分享寶特瓶抽

紗做成環保毛毯的經驗。

  結束任務後，工作團隊於21日前往花蓮靜思精舍，向證嚴上人報

告此行心得與成果。上人聆聽大家分享後，感嘆提及人類因利益

而不斷開發，科技愈發達、開發愈多，致使地球氣溫升高，且聯

合國農糧署也有統計，人類為了滿足口欲，每秒超過二千條動

物生命消失，這些都是因，導致了氣候變遷的果，可惜人人都有

「共知」也有「共識」，偏偏無法「共行」，趕快來保護地球，

停止果業惡化，所以很期待多和聯合國互動，傳達氣候的因緣果

報，讓愈多國家了解、齊心共行才有希望。

 ◆ 2018.12.06 印尼泗水慈濟志工一行十五人於6至9日分別至福氣超商（Hokky 

Swalayan）、優秀咖啡連鎖店（Excelso Coffee）五家分店、金門協會

會館（Pintu Mas），以及安西同鄉會（Perkumpulan Anxi）進行募心募

愛行動，響應龍目島、蘇拉威西島地震永久住房援建計畫。

 ◆ 2018.12.08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於聖迪瑪斯志業園區舉辦二十五周年感恩餐

會，向護持慈濟的醫護人員、公司行號及社會人士等致意，約

三百人與會。

 ◆ 2018.12.10 慈濟基金會於花蓮慈濟醫院協力樓，協辦「第二十三屆臺日韓三

國非政府組織社會福利國際會議」，執行長顏博文出席開幕式，另

由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執行長林俊龍、慈濟長照推展中心副召集人莊

淑婷，針對長照新科技應用、推動策略等進行演講，來自日本、韓

國、臺灣三地近一百八十位學者、貴賓及學生、民眾參加。

 ◆ 2018.12.12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為推展慈善志業組織優化及永續發展，敦

聘劉銘達為基金會副執行長，任期自即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

慈濟設攤展出寶特瓶

回收後製作的成品，

其中織品類從衣物到

鞋子等，觸感舒適讓各

國代表嘖嘖稱奇。圖片

／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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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2.16 慈濟阿根廷聯絡處於臺灣僑民聯合會館舉辦2018年歲末祝福感恩

會，近一百五十人與會。

 ◆ 2018.12.16 義大利慈濟志工第六年前往費那雷艾米利亞市（Finale Emilia）

舉行歲末祝福愛灑活動，此次特別採購2016年中部地震災區的農

產品，以及回收毛衣廠紙捲筒自製成竹筒，與會眾結緣。

 ◆ 2018.12.16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舉辦歲末祝福感恩會，約二百人參加，其

中包括慈濟志工長期關懷的聖奧古斯丁老人院（Hogar de Anciano 

San Agustin）二位修女也共襄盛舉。

 ◆ 2018.12.17 慈濟緬甸聯絡處舉辦「情牽醫療，愛灑緬甸」聯誼會，邀請參與

過慈濟義診活動等醫療人員相聚、交流分享經驗，包括醫護人

員、志工、慈青約六十人與會。

 ◆ 2018.12.21 慈濟基金會2018年全球慈青日暨海外慈青幹部精進研習營，21

至26日在花蓮靜思堂、靜思精舍舉行，來自十二個國家、共

二百九十一人參加；其中，22、23日的慈青日，確定年度目標及

推動方向，而幹部精進活動，則著重對靜思法脈、慈濟宗門的了

解，各國慈青會務規劃，以及活動企劃力的養成與培育等。

 ◆ 2018.12.22 慈濟柬埔寨聯絡點2018年歲末祝福感恩會，首次在新會所室內

舉行，當天適逢每月例行發放，亦邀請照顧戶家庭參加，共

二百一十二位志工及會眾與會。

 ◆ 2018.12.23 慈濟柬埔寨聯絡點即日起，展開2019年度見習培訓精進研習。第

一次課程主題為慈善訪視，由四位新加坡慈濟志工負責授課，共

二十一位學員參加。

 ◆ 2018.12.27 韓國釜山觀音寺住持知玄法師等一行四人於27至30日來臺，參訪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臺北慈濟醫院、內湖慈濟環保教育站、大愛

感恩科技公司等，並於29日前往高雄靜思堂，參加歲末祝福。

慈青幹部精進活動，

透過活動企劃力的分

組討論，培養慈青激

發創意、互相交流。

攝影／柏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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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 2018.01.01 苗栗縣竹南鎮大厝里一間資源回收廠發生火警，慈濟志工獲知

後，前往現場關心，並提供麵包與飲料給消防人員補充體力。

 ◆ 2018.01.01 臺南市安南區慈濟志工一行約三十人，前往安和路一段為照顧戶

清掃住家。案主為八十七歲的阿嬤，與兩個患有精神疾病的兒子

同住，一家的生活開銷，靠著兒子從事大樓管理員、阿嬤的老農

年金、慈濟補助金及變賣回收物撐持。

  慈濟與阿嬤一家的因緣，始於2016年2月6日的高雄美濃地震，震

後慈濟志工啟動安心關懷，走訪永康、玉井、安南等區的受災

戶，了解屋損情形，當時發現阿嬤棲身的平房牆壁出現龜裂，經

濟上也有困難，因而列為照顧戶，至今已陪伴近兩年。

  志工有感於阿嬤年歲已高，無力打掃居家環境，加上撿拾的回收

物堆滿家中，已散發陣陣臭味，為了避免影響健康，向阿嬤提出

清掃的請求。在阿嬤同意及里長的見證下，展開兩個多小時的打

掃，將垃圾及回收物清除外，也把鍋碗瓢盆、瓦斯爐、櫥櫃等家

具都刷洗乾淨，給阿嬤一家明亮舒適的生活空間。

 ◆ 2018.01.04 中國大陸福建泉州慈濟志工4至7日進行冬令發放活動，分別以入戶

或集中發放的方式，為惠安縣、臺商投資區、洛江區及南安市的貧

困家庭，送上米、油、衣物等物資，共幫助二千七百四十八戶。

 ◆ 2018.01.04 苗栗縣慈濟志工前往苗栗市福星里為個案徐先生清掃住家，共

二十五人參加；該個案由縣政府社會局轉介。 

 ◆ 2018.01.04 慈濟基金會捐贈棒球發球機予嘉義縣六腳鄉更寮國小，捐贈儀式

於1月4日舉行，由志工王壽榮代表致贈；嘉義縣教育處體育保健

屋內回收物、垃圾、

家具混雜，慈濟志工

逐一清出後，開始為

案家進行洗刷櫥櫃及

鍋碗瓢盆。攝影／郭

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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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科長黃宏鼎代表縣政府致贈感謝狀，感謝慈濟不因偏鄉學校人

數少，依然挹注大愛。

  更寮國小於2013年成立棒球隊，在資源貧瘠的困境下，曾打下縣

內冠軍及全國前四強的佳績。2017年8月接任校長的吳佩珊，為

提升學生練習效能，以縮短練習次數，兼顧學校課業學習，在10

月22日陪伴學生到慈濟嘉義聯絡處領取新芽獎學金後，向志工說

明學校棒球隊情況，希望慈濟能補助五萬元採購二手發球機。

  志工經過訪查發現，棒球運動對孩子的反應能力、學習成長有良

好助益，校方也用心於棒球隊的培植，因此決定捐贈全新自動發

球機，期待能幫助孩子增強反應力與專注力，以及提昇自信心與

榮譽感。

 ◆ 2018.01.05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自2013年7月起，關懷因遭攪拌機傷害而

截去雙腳的許姓個案，協助就醫復健，並鼓勵他向病友分享自身

經驗；是日許姓個案「走」出家門參與泉州市冬令發放，為鄉親

服務。

 ◆ 2018.01.05 慈濟基金會與彰化縣花壇社區發展協會合作辦理社區關懷據點，

本日簽訂公益合作契約，並舉辦據點揭牌儀式。據點於2017年12

月8日試營運，訂在每週五舉辦活動與長者共餐，由慈濟負責提

供餐費、活動內容及教材。 

 ◆ 2018.01.05 彰化鹿港慈濟志工前往老五老基金會彰化服務中心進行年度首次

長者關懷活動，安排帶動唱與紙黏土勞作等活動；關懷活動於每

單數月第一個週五舉辦。 

 ◆ 2018.01.05 彰化縣慈濟志工5日為福興鄉獨居長者陳先生修繕住家地面，並

於9日水泥灌漿乾後，致送一組床具。

 ◆ 2018.01.06 美國華盛頓州奧爾本市（Auburn）一棟公寓於2017年12月26日發

更寮國小棒球隊發球

機捐贈儀式中，球員

們圍繞著志工、校長

等人，並呼喊口號，

感謝慈濟的援助。攝

影／鍾易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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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火災，災民多為低收入戶。慈濟西雅圖支會本日為災民發放現

值卡及毛毯，共幫助十七戶。

 ◆ 2018.01.06 中國大陸陝西西安慈濟志工關懷雁塔區魚化寨街道的環衛工

人，在寒冬中協助清掃路面積雪，並為他們送上薑茶、毛巾及

護手油。

 ◆ 2018.01.06 新竹縣關西鎮中山東路一處民宅上午發生火警，造成一人往生。

慈濟志工晚間前往關懷案家並致送慰問金，案家婉謝。 

 ◆ 2018.01.06 彰化鹿港慈濟志工每逢單月第三個週六前往健馨護理之家關懷長

者，本日受院方邀請提前到院參與慶生活動，並為長者設計籃球

遊戲、帶動唱等活動，陪他們舒展筋骨。

 ◆ 2018.01.06 臺北市大同區伊寧街一棟房屋6日發生火災，慈濟志工當天為案

家致送慰問金及禦寒衣物，事後又接受案家請託，於14日協助災

後清理工作。

 ◆ 2018.01.07 中國大陸廣東東莞慈濟志工分組探訪道滘鎮的十六戶照顧戶，關

懷他們的生活情形，並送上米糧及生活包。

 ◆ 2018.01.07 慈濟基金會於中國大陸貴州省三都縣拉攬鄉舉行冬令發放活

動，慈濟志工發放食用油、環保毛毯及外套等物資，計幫助

二百三十三戶貧困家庭；另為拉攬鄉四十四位助學生發放助學金。

 ◆ 2018.01.07 臺鐵754次列車6日晚間行經屏東縣竹田鄉高架鐵路時發生死傷事

故，慈濟志工獲知後，7日前往麟洛鄉麟趾村的往生者家中關懷

家屬，並致送兩萬元慰問金；另考量案家為中低收入戶，遂列為

長期關懷個案。 

 ◆ 2018.01.07 基隆市慈濟志工接獲中山區公所社福員、居仁里里長的請託，前

往通仁街為有精神障礙的朱姓一家清掃住家環境，約三十人參

加。案家於十一年前原為慈濟照顧戶，兩年前在志工協助下申請

到政府低收入戶補助，之後便婉拒志工關懷。 

 ◆ 2018.01.07 新北市蘆洲區慈濟志工六十多人分別前往中原公園、永康公園等

地，為街友致送冬季禦寒物資及麵包，共發出十三份。 

 ◆ 2018.01.07 臺北市中正區寶藏巖附近的慈濟照顧戶畢先生，有精神障礙問

題，母親又行動不便，住家長年髒亂、潮溼引發皮膚病。本日，

十多位慈濟志工為其清掃住家，並致送床架、床墊等家具。

 ◆ 2018.01.07 慈濟基金會為屏東縣高樹鄉新豐村許姓案家修繕住屋，工程歷時

近兩個月的時間完成，志工於1月7日為許家舉行入厝儀式，並邀

約左鄰右舍一起搓湯圓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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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案主一家四口住在由牛棚改造、約三坪大的屋子裡，只有

一間臥室，沒有廚房，也沒有衛浴設施，屋旁的廢棄豬舍是他們

的置物空間；屋況年久失修，下雨天時，便形成屋外大雨、屋內

小雨的畫面。

  慈濟志工接獲村長張享能提報後，前往許家探訪，映入眼簾的屋

舍，沒有既定印象中的「正門」，入口處全無遮蔽物，僅臥房有

牆壁圍著。案主六十三歲，為家裡經濟支柱，收入並不穩定，案

妻為印尼新住民，兒子就讀高中，女兒在幼兒園；2017年5月，

案主又檢查出罹患多發性骨髓瘤，讓一家的生活愈加困窘。

  為了讓案家有個安心居住的地方，志工於11月10日啟動修繕工

程，挖土機開至屋旁，以機械手臂一碰屋頂，支撐屋舍的梁柱便

隨著瓦礫斷落，露出蛀蟲啃蝕的痕跡。接下來的工程，除了重建

屋頂，還要砌牆、做隔間，改造成有兩房、一廳、一廚、一衛浴

的住屋。

  原本一家四口擠身的陰暗房間，變得煥然一新，大兒子有了自己

的臥室，小女兒與父母一間房，房內擺著一張雙人床、一張單人

床，還有一張擺滿娃娃和玩具的書桌，小女兒童言童語地對著志

舊有屋舍的白色牆壁

空間，是許家由牛棚

改造成的臥房，一旁

則是置放雜物的廢棄

豬舍。攝影／陳妍棻

修繕工程完成後，慈

濟志工邀約鄰居為許

家舉辦入厝儀式，並

在「新厝」前開心合

影。攝影／陳妍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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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說：「我喜歡這個新房子，以後不用在房子內撐傘了，晚上可

以睡得很舒服。」

 ◆ 2018.01.08 中央氣象局7日預報入冬以來首波寒流將於9日到來，花蓮慈濟志

工、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成員偕同花蓮縣警局主管，8日

前往新城分局天祥派出所、合歡派出所、小風口駐點，為駐守員

警送上薑茶、環保圍巾、福慧珍粥等物資。 

 ◆ 2018.01.08 臺東仁愛之家為非營利養護型機構，因空間不敷使用，向慈濟基

金會提出援建新大樓的需求。慈濟幾經場勘後，決議為其興建一

棟包含八十一床養護床、員工宿舍及活動中心等空間的建物，本

日舉行新建工程動土典禮暨歲末感恩會。 

 ◆ 2018.01.09 屏東市博愛路三棟民宅9日發生火警，造成一人往生。慈濟屏東

分會社工師經由社群網站直播獲知消息，立即聯繫請託志工前往

現場關懷；翌日，志工為往生者家屬致送慰問金。

 ◆ 2018.01.11 美國新澤西孟莫斯郡（Monmouth County）慈濟志工，應邀前往

內普頓安養院華人中心慰訪長者。

 ◆ 2018.01.11 苗栗縣苗栗市玉清一街142巷一間民宅10日發生火災，慈濟志工

11日前往關懷，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1.12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里車路頭街一間民房12日發生火災，造成一死

四傷。慈濟志工12至25日先後到醫院及案址關懷案家，並致送慰

問金。

 ◆ 2018.01.13 慈濟基金會於墨西哥2017年9月震災後，進行超過兩個月的勘

災、訪視，緊接著在12月間分別於特拉瓦克（Tláhuac）、霍

奇米科（Xochimilco）、德拉奇（Tlaquiltenango）、札卡特派

（Zacatepec）、荷呼特拉（Jojutla）等市發放物資卡及毛毯，並

舉辦義診，當急難援助告一段落，團隊即將離開墨國之際，經當

慈濟醫療團隊在墨西

哥市克約亞岡舉辦義

診。美國慈濟人醫會

醫師陳恂滿（右一）

在本土志工協助翻譯

下，為孩童診療牙

齒。攝影／岑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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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志工提報，得知墨西哥市克約亞岡區（Coyoacan）一處震毀的

集合式公寓，有近五百戶居民從災後一直住在帳篷中，三餐不

繼、生活困窘。

  賑災團隊進行初步訪查之後，於臨行前先發放一百戶，後續則

委由墨西哥本土志工進行其他四百戶的複查、造冊。2018年1月

13、14日，由本土志工主導，美國慈濟志工與人醫會醫護團隊前

往支援，於克約亞岡的聖荷西教堂為災民發放並進行中、西醫義

診，共發放四百八十七戶，診治近三百人次。慈濟在墨國的急難

救助至此圓滿完成。

 ◆ 2018.01.13 中國大陸廣東東莞慈濟志工至厚街鎮大逕村進行居家關懷，

為七十六歲的黃姓照顧戶清掃居家環境，並添置床鋪、衣櫃

等家具。

 ◆ 2018.01.13 苗栗縣慈濟志工前往頭份市興隆里為一戶個案清掃環境，約四十

人參加。案家為一對兄妹，兩人均有輕度智能障礙，生活自理能

力不足，造成居家環境髒亂，影響健康。  

 ◆ 2018.01.13 慈濟高雄大社聯絡點「憶能促進班」第四期課程開課，此次課

程另邀請大同醫院皮膚科醫師為長者提供衛教及諮詢服務，共

二十八位學員參加。  

 ◆ 2018.01.13 慈濟屏東潮州聯絡處開辦新年度樂齡學堂課程，共六十一位長者

參加。

 ◆ 2018.01.14 慈濟越南聯絡處於胡志明市福平高中，舉辦第九郡2017學年第二

次助學金發放活動，為五百五十三位清寒學生頒發助學金，並送

上大米、麵及食用油。

 ◆ 2018.01.14 隆冬嚴寒之際，慈濟基金會自2017年11月11日起於中國大陸

二十二個省市展開「2017年冬令發放」，發放活動於本日來到江

蘇省的慈濟蘇州志業園區、慈濟昆山聯絡處舉行。活動分為溫馨

互動、圍爐迎新年及發放物資等三大部分，不同於以往，除了現

場發放棉被及棉內衣外，米、油等生活用品的發放則以物資卡代

替，減輕搬運物資的重量。

  隨著人民在生活中消費模式的改變，證嚴上人叮嚀：是否可以

嘗試改發物資卡，以減輕鄉親與志工搬運物資的負擔。基於上

人想法為出發點，本會同仁即針對適用區域、發放對象、超市

連鎖覆蓋面等條件審慎評估。訂定物資卡試點在上海、蘇州、

昆山及深圳等地，先以照顧戶、環衛工作者為發放對象。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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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心念到設計，到產出一張卡片，是凝聚政府、廠商、志工多

方努力的成果。

  發放活動中，因實體的物資減少，為降低鄉親疑慮，志工更用心

規劃冬令發放活動內容，增加更多溫馨的互動，顯現物輕、情不

減的氛圍。志工更細細地向鄉親解說物資卡的使用方法與規定；

此卡不可兌換煙酒外，可依需求自行購置生活用品。一分體貼的

心意，更貼近鄉親的生活需求。

 ◆ 2018.01.14 中國大陸四川慈濟志工於慈濟成都大愛感恩環保科技園區舉行

冬令發放活動，發放米、油、外套、棉被等物資，幫助金堂縣

三百六十一戶貧困家庭；並進行環保宣導及提供義診服務。

 ◆ 2018.01.16 菲律賓巴石市（Pasig）卡帕斯甘里（Kapasigan）11日發生火

災，近百戶受災。慈濟菲律賓分會16日發放大米、餐具、日用品

及睡墊，共幫助八十二戶。

 ◆ 2018.01.17 慈濟基金會1月17日至2月3日於全臺各合心區舉辦三十六場冬令

發放物資打包活動，有別以往的統一包裝，本年依據個案家庭人

數，將物資分成大、中、小三種包裝，共動員逾四千人次，完成

三萬零一百九十四包物資；物資分裝緣於2017年1月中旬證嚴上

人行腳至臺中時的提醒。

 ◆ 2018.01.17 慈濟基金會1月17日至2月8日於臺灣、澎湖共舉辦四十八場冬令

發放暨歲末圍爐活動，其間另對金門個案及臺北市獨居長者進行

逐戶家訪發放，總計動員志工十一萬一千零八十一人次，嘉惠個

案二萬五千九百四十一戶次。

 ◆ 2018.01.18 泰國慈濟志工與清邁慈濟學校教職員，前往清佬縣（Chiang 

Dao）大谷地村（Arunothai）進行冬令發放，為逾六百戶貧困居

民發放毛毯、棉被、毛衣及襪套。

中國大陸江蘇慈濟志工

於慈濟蘇州志業園區舉

行冬令發放暨圍爐活

動，為照顧戶及助學生

發放棉被、棉內衣褲以

外，首次提供物資卡，

鄉親仔細了解使用方

法。攝影／朱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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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1.18 新北市慈濟志工準備蛋糕、水果等結緣品，前往消防局第七大隊

員山分隊為消防人員提前慶祝消防節，感恩他們守護鄰里安全。

 ◆ 2018.01.19 慈濟與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合辦《父母恩重難報經》演繹，

由志工結合戒治所學員透過擊鼓、吹奏陶笛、手語及短劇演出方

式呈現佛典意涵，藉此鼓勵學員重啟人生。

 ◆ 2018.01.20 緬甸仰光市頂甘鐘（Thingangyun）第二區及萊達雅鎮區（Hlaing 

TharYar Township）先後在19、23日發生大火。慈濟志工於20、

25日分別為兩地災民發放急難救助金、毛毯及日用品等生活物

資，共幫助九十六戶。

 ◆ 2018.01.20 慈濟基金會於20至21日在中國大陸福建省連城縣進行冬令發放，

為林坊、塘前、四堡、羅坊、宣和、姑田等六鄉鎮的貧困戶發放

米、油、棉被等物資，共幫助一千七百七十二戶家庭。

 ◆ 2018.01.20 慈濟基金會於20至21日在中國大陸雲南省昆明市祿勸縣屏山鎮進

行冬令發放，為一千八百九十五戶貧困家庭發放米、油、棉被、

外套等物資。

 ◆ 2018.01.20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棟大樓20日發生火警，造成九人受傷，

送至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治療。慈濟志工當天前往大樓為受災住戶

致送祝福禮及慰問金；21日前往醫院關懷傷者，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1.20 新北市中和區民富街一棟公寓發生火災，慈濟志工於路上發現消

防車出勤，遂跟隨至現場，並聯絡組隊志工準備麵包及飲水為消

防員補充體力，同時也為受災戶致送保暖衣物及慰問金。

 ◆ 2018.01.21 慈濟馬來西亞雙溪大年聯絡處舉辦歲末發放暨圍爐活動，邀請照

顧戶至會所共聚提前歡慶新年，共三十二戶到場參與。

 ◆ 2018.01.21 彰化縣花壇鄉橋頭村一戶慈濟關懷個案，案主身有殘疾又罹患心

臟疾病，無力整理住家。本日，二十二位慈濟志工為其清掃環

境，並致送一組電動床。

 ◆ 2018.01.22 美屬波多黎各（Puerto Rico）2017年遭瑪莉亞颶風重創，慈濟美

國總會勘災團於22至24日進行訪視，了解當地重建狀況，並為十

戶受災家庭發放現值卡。

 ◆ 2018.01.24 臺北市北投區慈濟志工前往貴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舉辦本年度第

一次關懷活動，適逢關渡國小結業式，十三位學生也隨志工到場

表演歌舞，為長者帶來歡笑。志工固定於每月第四個週三到訪該

中心。  

 ◆ 2018.01.24 新北市三重區慈濟新芽課輔班舉辦期末同樂會暨十周年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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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志工、家長及學員共三十三人。  

 ◆ 2018.01.25 新北市林口區自強二街一間民宅24日發生火災，造成一人往

生。慈濟志工25日前往案家致送慰問金，27日出動十八人協助

清掃環境。

 ◆ 2018.01.25 臺南市安南區文安街一間民宅25日發生火災，造成一人往生，並

波及左右鄰居。慈濟志工25、26日前往關懷三戶受災居民，並致

送慰問金。

 ◆ 2018.01.27 中國大陸福建省福鼎市醫院因收治的流行性感冒病患倍增，醫護

人員更加忙碌；慈濟志工27日備妥熱湯、素粽等熱食，慰問他們

的辛勞。

 ◆ 2018.01.27 中國大陸福建福州慈濟志工分別於閩侯職業中專學校、閩侯第一

中學發放助學金及冬令物資，並進行環保宣導課程。

 ◆ 2018.01.27 中國大陸江蘇慈濟志工27至28日於泗陽縣進行冬令發放活動，為

貧困戶及泗陽中學、霞飛中專的助學生發放米、油、棉內衣褲等

物資，共幫助五百三十三戶家庭。

 ◆ 2018.01.27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6巷一間民宅25日發生火災，慈濟志工27日

前往案家協助清掃家園。 

 ◆ 2018.01.27 臺北市大安區慈濟志工於芳蘭山莊空軍退役員工宿舍，舉辦例行

關懷暨歲末圍爐活動，共八十位長者及眷屬參加。臺北市榮民服

務處人員亦到場參與，並頒贈感謝狀予慈濟。 

 ◆ 2018.01.27 臺北市萬華區慈濟志工於農曆年前至保德里東園街，為年逾九旬的

獨居長者魏伯伯清掃住家，並進行油漆粉刷、樓梯止滑墊貼黏。

 ◆ 2018.01.28 中國大陸廈門慈濟志工進行本年度第一次助學金入戶發放，並關

懷學生的家庭生活狀況，共訪視二百三十人。

 ◆ 2018.01.28 中國大陸江蘇昆山、南京慈濟志工分別上街為環衛工人送上薑

茶、熱食，在寒冬中送暖，慰問他們的辛勞。

 ◆ 2018.01.28 中國大陸江西慈濟志工於南昌市青雲譜實驗學校進行冬令發放，

為青雲譜區環衛工人發放米、油、棉內衣褲及環保毛毯等物資，

幫助六百八十六戶家庭。

 ◆ 2018.01.28 嘉義縣太保市二十五位慈濟志工前往六腳鄉六南村，為楊姓個案

清掃住家環境，並致送冰箱、床櫃、沙發等家具。  

 ◆ 2018.01.29 臺中市烏日區五光路凌晨一時許發生鐵皮工廠火災，慈濟志工接

獲消息後，即刻準備熱食到現場為救災人員補充體力；下午，再

度前往現場關懷六戶受災戶，並致送慰問金，其中二戶婉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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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1.30 印尼東部巴布亞省（Papua）阿斯馬特縣（Asmat）於2017年9月

傳出麻疹疫情，由於當地糧食短缺，居民普遍因營養不良而缺乏

抵抗力，且環境衛生條件不佳，致使疫情擴散，再加上該縣為河

流交錯的沼澤地區，對外交通仰賴船運及空運，而村落與醫療院

所之間的距離遙遠，病患求診不易，讓疫情更形嚴峻，截至2018

年2月疫情結束，累計病例逾八百例，超過七十名孩童伴隨營養

不良而往生。

  巴布亞省比亞克（Biak）及查雅普拉（Jayapura）的慈濟志工，

於1月中旬連袂前往阿斯馬特縣阿格斯市（Agats）勘查，並參與

政府及軍方的救濟會議，了解各方的援助狀況後，30日會同蒂

米卡（Timika）志工展開首次的關懷行動，準備包含奶粉、麥

片、乾糧、盥洗用品等共六百份生活物資，提供給當地貧戶及

阿斯馬特縣政府，亦前往阿格斯綜合醫院慰訪，為病患及家屬

送上物資。

  2月19日，雅加達、比亞克及查雅普拉等地慈濟志工，再度前往

阿斯馬特縣，在印尼軍方協助下，發放包括大米、糖、食用油

印尼慈濟志工與軍方

合作，援助巴布亞省

阿斯瑪特縣居民，眾

人以接力的方式，將

援助物資送上軍方的

船艇，準備運往當地

發放。攝影／Arimami 

Suryo Asmoro

印尼巴布亞省阿斯馬

特縣發生麻疹疫情。

巴布亞慈濟志工於2月

1日前往當地的阿格斯

綜合醫院關懷病患，

並送上物資。攝影／

Arimami Suryo Asm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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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飲用水等共約五十公噸的物資，幫助阿卡特（Akat）、阿斯迪

（Asti）、傑提斯（Jetsy）、西雷特（Siret）、法益特（Fayit）、

阿益布（Ayib）、武尼西亞露（Unisiaru）、舟杜（Joutu）、巴

穆（Bamu）及薩瓦艾（Sawaea）等十個偏鄉居民。

 ◆ 2018.01.30 慈濟基金會於1月30日至2月2日在中國大陸甘肅省靖遠縣舉行冬

令發放活動，發放團隊由臺灣、四川、甘肅等地慈濟志工組成，

除了為助學生家庭發放冬令物資及進行家訪，並前往白塔慈濟新

村入戶訪視，以及在蘭州市舉辦歲末祝福感恩會。

 ◆ 2018.01.30 彰化縣鹿港鎮頂草路一戶鍾姓人家受鄰居火災波及，生活頓陷困

境。慈濟志工接獲和美鎮和仁國小教師提報，本日出動二十九人

協助案家清掃環境，並致送床單、床墊及棉被。

二月

 ◆ 2018.02.01 美國加州南部1月上旬因大雨發生土石流，以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災情最為嚴重。慈濟美國總會於2月1至3日在加略山教

堂（Calvary Chapel of Santa Barbara）地方援助中心，為災民發放

現值卡及毛毯，共幫助五十一戶。

 ◆ 2018.02.01 菲律賓馬拉威市（Marawi）2017年歷經五個月的武裝衝突後，展

開戰後重建。馬尼拉慈濟志工於1、2日移交四百六十公噸臺灣人

道援外大米，予南拉瑙省社會福利發展署及Gawad Kalinga慈善機

構，幫助當地貧困家庭。

 ◆ 2018.02.01 新北市政府於三重區光興市民活動中心舉辦街友春節圍爐活動，

慈濟志工獲邀參與，並為街友發放生活物資及禦寒外套。 

 ◆ 2018.02.01 基隆市慈濟志工於靜思堂打包冬令發放物資，並邀得仁愛、中

正、信義等七區區長參與，共同為弱勢者付出心力。  

 ◆ 2018.02.01 慈濟桃園分會舉辦冬令發放物資打包活動，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等

單位人員首次到場觀摩打包過程，並參與打包工作。

 ◆ 2018.02.02 菲律賓伊利甘市（Iligan）自2017年12月下旬起，先後受天秤颱

風及熱帶性低氣壓影響，大雨成災。慈濟志工於2、3日為該市

四十二個里的災民發放臺灣人道援外大米，共幫助一萬六千戶。

 ◆ 2018.02.03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3日於佩勒西亞市（Palencia）慈濟東方小

學，為清寒學生發放文具用品，並頒發獎學金予五位品學優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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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4日分別為聖荷西比奴拉市（San José Pinula）、佩勒西亞市

的清寒學生發放學用品。

 ◆ 2018.02.04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一段兩間房屋發生火災，造成二死四傷。慈

濟志工前往現場及傷者後送醫院，膚慰案家與鄰居，並為案家致

送慰問金。

 ◆ 2018.02.05 中國大陸雲南省昆明市五華區華山街道辦事處邀約昆明慈濟志工

參與新春慰問活動，共同關懷社區弱勢困難家庭。本日，志工在

辦事處人員引領下，為九個社區、七十戶家庭進行入戶訪視關

懷，並發放米糧與棉衣，此為慈濟在當地最大規模訪視活動。志

工在關懷的同時，亦評估他們對於生活補助或居家關懷的需求，

落實慈善深耕社區。

  行前，志工相互叮嚀此次行動的因緣、注意事項，及確實簽認物

資簽收單及詳細記錄後續關懷家庭，便分組領取米糧及衣物出發

至社區入戶拜訪。一組人來到五華區廉租公租房小區華景苑，

七十歲的陳奶奶與兒子同住，兒子因耽溺酒精而罹患精神疾病，

無法工作，陳奶奶在市場賣鞋墊賺取一點微薄的收入；志工聆聽

著陳奶奶細說苦楚，溫言暖語地開導，並送上物資祝福老人家。

  此次訪視活動，志工感受到政府單位對於遭遇困境民眾的援助與

關愛，政府人員了解志工以感恩、尊重、愛的關懷方式；相互見

證慈濟與政府民政部門的關懷目標是一樣的。

 ◆ 2018.02.05 三年多的相處時間不算長，卻是新北市雙溪區獨居長者邱阿公留

給北區慈濟人醫會醫護團隊、慈濟志工最珍貴的回憶。

  2014年，慈濟志工接獲通報，第一次去雙溪深山探訪阿公，眾人

自雙溪國小出發，經過四十分鐘的車程，再徒步跋山涉水五十分

鐘，才看見阿公的家，一間屋頂坍塌傾斜還蓋著帆布的土埆厝。

中國大陸雲南昆明慈

濟志工在華山街道辦

事處人員陪同下，為

九個社區、七十戶困

難家庭進行入戶發

放，為鄉親送上新年

物資與祝福。攝影／

夏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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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的生活沒電也沒自來水，靠務農維生，偶有工作上的刀傷或

手腳扭痛，志工擔心他的健康，除了安排人醫會定期往診，也會

為他送上物資。

  關懷一年多後，深山裡住處因颱風吹毀無法安身，在志工的協調

下，山下的方女士提供舊屋給阿公居住。由於房屋老舊，志工協

助將舊屋修繕後，裡裡外外打掃得乾乾淨淨，讓他有個安身之

處，得以安養天年。

  阿公個性開朗，與志工相處有如家人，總是對著熟識的邱鴻基醫

師叫「堂耶、堂耶（臺語，同宗親的意思）」，對年輕的志工則

是喊著：「阿孫！阿孫！我的阿孫來了……」

  2018年1月28日，阿公往生的前兩天，是人醫會團隊與阿公約定

兩個月一次義診的日子。眾人要離開時，阿公神情落寞地問：

「不再多坐一會兒嗎？」這時阿孫吳銘龍上前安慰他，只見他緊

緊抱住阿孫，依依不捨地跟大家道別。

  兩天後，阿公在睡夢中辭世，享壽八十九歲。二十多位慈濟志工

於2月5日齊聚基隆市立殯儀館，在不捨中送阿公最後一程，他宏

亮的歌聲、爽朗的笑容永遠留在每位志工心中。

 ◆ 2018.02.05 雲林縣鄉道雲88與雲103線交叉路口5日發生車禍，造成二死十二

傷。慈濟志工5、6日前往各後送醫院關懷傷者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2.06 花蓮近海於6日23時50分發生芮氏規模6.26的極淺層地震，造成統

帥大飯店、雲門翠堤大樓等建物坍塌毀損。慈濟基金會7日凌晨0

時許在靜思精舍成立「0206花蓮地震」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彙

整社區慈濟志工回報的災情，並展開援助行動；1時20分於花蓮

靜思堂成立合心防災協調中心，就近調度物資及人力。

 ◆ 2018.02.06 臺北市萬華區長泰街一棟公寓3樓6日發生火災，並波及隔壁房

慈濟往診團隊每兩個

月到新北雙溪山區探

視邱阿公，因地處偏

遠，總是需跋山涉水

才能抵達。攝影／劉

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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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慈濟志工為案家致送慰問金，另考量當區住戶以長者為

主，大多受到驚嚇，於8日進行社區家訪膚慰，關懷十五戶住家

狀況。

 ◆ 2018.02.06 高雄市前金區南臺橫路140巷一間房屋5日發生火災，慈濟志工6

日前往案家關懷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2.06 桃園市桃園區慈文路一間房屋發生火災，慈濟志工前往現場膚

慰案主情緒，並致送慰問金，同時也為消防人員提供麵包，補

充體力。 

 ◆ 2018.02.06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編號NA-706黑鷹直升機，5日晚間執行蘭嶼

至臺東緊急醫療轉診時失聯，機上有機組員三人、患者及家屬兩

人、護理師一人。臺東慈濟志工6日前往臺東航空站膚慰失聯人

員的家屬，以及慰勞搜救人員，並供應午晚餐共一百二十份。

 ◆ 2018.02.07 靜思精舍師父帶領慈濟志工前往「0206花蓮地震」政府收容所中

華國小與縣立體育場，為避難鄉親致送證嚴上人慰問信、慰問金

及福慧禮。 

 ◆ 2018.02.07 「0206花蓮地震」後，慈濟基金會開放花蓮志業園區全球志工寮

房安置慈濟大學學生及避難民眾，並自本日起，陸續在國民四街

（志工自宅）、福康大飯店、中華國小、縣立體育場、金銀島廣

場、天惠堂、藍天白雲民宿、殯儀館、自強國中，設立慈濟服務

中心。  

 ◆ 2018.02.07 桃園市八德區的慈濟居家關懷戶王阿嬤，現年七十三歲，獨居在

一間小套房裡。2月7日中午，慈濟志工一行四人，冒著低溫濕冷

的天氣，帶著菜餚、冬令發放物資及紅包，來與她溫馨圍爐，提

前過農曆年。

  家住阿嬤附近的志工彭滿妹，年齡與阿嬤相近，陪伴阿嬤約六年

王阿嬤家中唯一的桌

子堆滿雜物，慈濟志

工以報紙鋪床，擺上

一道道菜餚，再加上

滿滿的人氣，就有了

圍爐吃團圓飯的氣

氛。攝影／李昭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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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有感於阿嬤因中風不良於行，難以到靜思堂參加冬令發放

暨歲末圍爐活動，便邀約幾位志工一起到阿嬤家圍爐吃團圓飯。

  志工一邊為阿嬤夾菜，一邊與她話家常，每一道菜餚，雖然都是

家常便菜，但都是志工親手烹煮的拿手料理，希望藉此讓阿嬤感

受到滿滿的幸福。

 ◆ 2018.02.07 基隆市二十三位慈濟志工前往安樂區安樂路，為患有巴金森氏症

及精神疾病的卓姓案主清掃住家環境、修繕浴廁、粉刷牆面，並

致送床組等家具。  

 ◆ 2018.02.07 嘉義市西區林森西路426巷二十六間連棟木造民宅發生火災，

慈濟志工前往為救災人員提供麵包和薑茶，並為受災戶致送慰

問金。

 ◆ 2018.02.08 慈濟「0206花蓮地震」援助行動，8至10日晚間於重災區雲門翠

堤大樓附近開設餐點供應站──深夜食堂，以行動餐車為徹夜搜

救的救難人員提供熱食。 

 ◆ 2018.02.08 彰化慈濟志工應邀參加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歲末關懷同仁活

動，8、9日陪同副分局長等人，拜會民生、大竹、莿桐、中正、

泰和、八卦山派出所，為員警加油打氣。各縣市志工於春節期

間，多會走訪社區警察單位慰勞員警，分局長深受感動，故邀志

工合作。 

 ◆ 2018.02.09 約旦慈濟志工於河谷地區為貧困家庭發放臺灣人道援外大米，共

幫助三百戶；現場亦為臺灣「0206花蓮地震」募心募款，獲鄉親

響應。

 ◆ 2018.02.09 「0206花蓮地震」搜救第三天，到花蓮支援的各縣市救難人員及

國軍陸續完成任務準備撤離。靜思精舍師父本日開始帶領慈濟志

工向救難人員致送祝福禮，表達慰勞與敬意；另於12、13日前往

花蓮警消單位致意。 

 ◆ 2018.02.09 臺北市中山區慈濟志工與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志工出動

五十人，參與臺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重要節日、禮敬長者」活

動，為一百六十二位低收入獨居長者供應餐食與糕點，並進行帶

動唱，以及演出反詐騙宣導話劇。  

 ◆ 2018.02.09 新北市貢寮區仁里里里長請託慈濟志工，為一家三口皆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的吳姓案主清掃住家，志工出動三十餘人，與貢寮區公

所人員、鄰里鄉親共同完成清掃。

 ◆ 2018.02.10 德國、義大利及臺灣等地慈濟志工一行二十七人，於2016年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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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中部地震災區阿庫莫利（Accumoli），舉辦歲末祝福暨祝福金

發放活動；現場亦為臺灣「0206花蓮地震」募心募款，募得二千

零三十歐元。

 ◆ 2018.02.10 泰國清邁府芳縣慈濟志工10、11日於翁鄉（Wieng）、桑賽鄉

（Sansai）、馬卡鄉（Maeka）進行冬令發放，為五百四十八戶

低收入家庭送上毛毯。

 ◆ 2018.02.10 靜思精舍師父帶領慈濟志工進行「0206花蓮地震」災後安心關懷行

動，10、11日於雲門翠堤大樓、統帥大飯店、靜思精舍、慈濟志業

園區、慈濟教育園區周邊，分一百四十六條動線逐戶拜訪鄉親。

 ◆ 2018.02.11 慈濟菲律賓分會2月11、25日及3月4日在納卯市（Davao）納卯

中華中學，為照顧戶與2017年天秤颱風災民發放臺灣人道援外大

米，共幫助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二戶；其間亦為臺灣「0206花蓮地

震」募心募款，約募得菲幣二十一萬五千元。 

 ◆ 2018.02.11 慈濟基金會於花蓮靜思堂舉辦「祝福花蓮‧祈禱音樂會」，邀請

慈濟藝聯會志工與慈濟志工等人，透過表演、心情分享等方式，

撫慰「0206花蓮地震」受災或受驚嚇的鄉親，並感恩投入救災的

警消及社會團體，證嚴上人亦到場為眾人開示祝福，共一千二百

人參加，其中含鄉親三百人。 

 ◆ 2018.02.11 靜思精舍師父偕同慈濟基金會職工、慈濟志工，11至13日前往七

星潭社區關懷「0206花蓮地震」受災居民，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2.11 高雄市大社區慈濟志工到菩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進行例行關懷，

此次除了志工之外，尚有八位大社憶能促進班長者隨行，人人頭

戴紅色蝴蝶結，手拿紫色韻律球，帶動中心院友進行復健運動。

  為了減緩或預防社區長者失智退化，大社區志工與高屏區人醫會

志工合作，於2017年2月18日開始每週六在慈濟大社聯絡點舉辦

慈濟憶能促進班長者

原本是一群需要別人

照顧的長者，在志工

陪伴下，已能走出教

室去關懷機構老人，

再度發揮生命良能，

將愛再分享給更需要

的人。攝影／許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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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能促進班活動，為長者提供體適能運動、藝能創作等活動。

  經過近一年的互動，志工發現固定出席的長者，較之剛加入時更

加活潑，臉上也愈來愈有笑容，愈來愈有自信，於是決定邀請長

者們加入機構關懷行列。

  關懷過程中，志工從旁看著長者關懷長者，甚至是為更年輕的院

友帶來鼓勵效果，心中甚是感動，憶能促進班長者彷彿蠟燭在黑

暗中閃爍，儘管只是發出一點微光，卻能照亮四周，讓人感到無

比溫暖。

 ◆ 2018.02.11 高雄市仁武區慈濟志工舉辦雪美老人養護中心例行關懷活動，並

宣布爾後關懷週期從每月一次改為春節、端午節和中秋節。

 ◆ 2018.02.11 雲林縣莿桐鄉一間民宅受「0206花蓮地震」影響，發生電器火

災，案主高阿嬤經濟拮据，又遭嚴重嗆傷住院，慈濟志工獲知

後，致送慰問金，並出動二十二人為阿嬤清掃住家。 

 ◆ 2018.02.11 臺東慈濟志工前往太平溪出海口，陪伴NA-706黑鷹直升機失事

事件的罹難者家屬進行招魂，並致送熱食與慰問金。

 ◆ 2018.02.14 花蓮縣政府於10時關閉「0206花蓮地震」收容所，宣告緊急援助

階段結束；慈濟靜思精舍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靜思堂合心防災

協調中心任務結束解編。

 ◆ 2018.02.16 中國大陸福建福鼎慈濟志工結合福鼎市醫院領導，於大年初一入

病房關懷患者及家屬，並慰勞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

 ◆ 2018.02.18 巴拉圭亞松森慈濟志工於18日前往聖塔庫魯茲（Santa Cruz）、邦

尼亞都打空部（Banado Tacumbu），為照顧戶發放生活物資，並

於18、23日捐贈濾水桶給聖塔庫魯茲及聖洛倫索兩地三所小學。

 ◆ 2018.02.19 慈濟美國總會第七十梯次海地關懷團於太子港展開本年度第一

波臺灣人道援外大米發放，於19至24日分別在拉薩琳及太陽城進

行，共幫助八千六百五十七戶貧困居民。

 ◆ 2018.02.21 莫三比克首都馬普托市（Maputo）胡雷尼區（Hulene）一處高達

十五公尺的垃圾山，於2月19日凌晨因暴雨而坍塌，掩埋周邊的

房屋，造成十多人罹難。慈濟本土志工當日即趕赴災區關心，亦

聯繫政府相關單位，表達援助之意。災後，政府強制撤離垃圾場

附近所有的居民，並將他們安置於臨時搭建的帳篷區。志工在取

得省長辦公室的同意後，前往安置中心膚慰驚魂未定的居民，同

時與負責管理的國家緊急救難中心協調，自21日起為兩處安置中

心的鄉親發放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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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志工每日自動排班，運用在大愛農場採收的蔬菜，以及善心

人士所捐的蔬果，於慈濟聯絡點烹煮熱食，再送往安置中心發

放，連日的付出獲得國家緊急救難中心人員的信任與認同，於3

月上旬主動撥出空間，讓志工直接在安置中心煮食，免於兩地奔

波。志工除持續提供熱食以外，考量災民棲身帳篷，而災區蚊蠅

孳生，環境衛生堪憂，亦分送蚊帳、毛毯及盥洗用品，以避免發

生瘧疾等疫情。

  另一方面，隨著急難援助階段告一段落，志工也在4月10日為災

民發放購物券，讓災民至商場採購生活用品或搭建房屋所需的材

料。這是慈濟在莫三比克首度採用購物券方式進行發放，為避免

引起有心人士的覬覦，除了事前保密發放內容之外，志工為力求

無漏失、重複，在政府尚無明確的受災名單的情形下，挨家挨戶

互動關懷同時造冊，並與國家緊急救難中心人員一起核對數據，

來回進行複查。

  此次購物券發放額度依家庭人口一至三人、四至六人、七人以

上，分別為六千、八千、一萬莫幣，共計發放一百九十四戶。

莫三比克慈濟志工考量

連日大雨，蚊蠅大量孳

生，慈濟志工為預防瘧

疾等疫情發生，為帳篷

區災民發放蚊帳。攝影

／查爾斯

莫三比克馬普托市發

生垃圾山坍塌事故，

居民被安置於帳篷

區。慈濟志工隨即展

開關懷，前往發放熱

食。攝影／查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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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安置中心距離商場約十多公里，需轉搭兩至三趟的巴士才

能抵達，志工於24、25日安排專車接送災民至商場採購並協助運

送物資，而在此之前，熱食發放已在23日結束，總共提供一萬零

一百六十九人次。

 ◆ 2018.02.21 香港大埔公路10日發生巴士翻覆意外，造成嚴重傷亡。慈濟志工

於21日前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探望傷者。

 ◆ 2018.02.21 慈濟加拿大多倫多支會與街民健康護理基金會（Street Health）合

作，21日在聖路加聯合教堂（Saint Luke's United Church）為街友

發放冬令物資。志工另於23日捐贈價值一千二百元加幣的藥品予

該基金會。

 ◆ 2018.02.22 慈濟二手輔具流通平臺匯集臺北市、新北市、花蓮縣等地的回收

輔具，整新後再提供給宜花東地區有需要的弱勢家庭、長者、慈

院病患使用，自2017年3月成立至2018年2月22日已有一百六十八

件個案受惠。 

 ◆ 2018.02.23 桃園慈濟志工與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志工合作，在桃園市

警察局桃園分局舉辦新春聯誼素食餐會，慰勞員警辛勞，並推廣

蔬食減碳的環保觀念，約八十人參加。

 ◆ 2018.02.24 慈濟馳援2017年葡萄牙中北部林火災民，於24、25日先後在瓦

澤拉市（Vouzela）及唐迪拉市（Tondela）發放購物券，共幫助

四百九十一戶。

 ◆ 2018.02.24 菲律賓慈濟志工1月前往萊特省卡南加鎮（Kananga）關懷簡易屋

居民，發現居民大多席地而睡，遂於2月24日發放淨斯多功能折

疊床（福慧床），共幫助一百三十三戶。

 ◆ 2018.02.24 菲律賓奧莫克大愛村於2017年啟德颱風（Kai-tak）過境時發生水

災，慈濟志工在急難援助後持續進行家訪、評估，於本日展開第

二波慰問金發放，幫助五百三十二戶。

 ◆ 2018.02.24 新北市新店區慈濟志工舉辦廣恩老人養護中心例行關懷活動，此

次邀請新店區婦女會合唱團共襄盛舉，以歌聲撫慰長者。

 ◆ 2018.02.25 委內瑞拉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卡洛斯先生（Sr. Carlos）一家在基

本生活無以為繼的狀況下，至智利投靠親戚，然而親戚卻無力收

容；智利慈濟志工接獲訊息後展開關懷，於本日為他們送上衣物

及家具，而後於3月間陸續提供學用品、二手洗衣機及嬰兒用品。

 ◆ 2018.02.25 「0206花蓮地震」最後兩位罹難者大體25日自雲門翠堤大樓送

出，志工動員於現場及殯儀館助念，祝福罹難者靈安；26日再至



年
表

慈
善

273

殯儀館為往生者助念；28日入殮、公祭和火化時，志工皆一路陪

伴在家屬左右，直到一切圓滿結束。 

 ◆ 2018.02.25 臺中市烏日區新興路一間汽車材料行2月25日清晨發生火災，並

延燒至鄰近的南北貨倉庫，慈濟志工聞訊後，前往現場為消防人

員提供早餐，並為受災業者致送慰問金，其中汽材行業者婉謝；

3月4日，志工再度前往南北貨倉庫，協助案主清除廢棄物。

 ◆ 2018.02.26 印尼巴布亞省比亞克慈濟志工一行八人，於查亞維查亞縣

（Jayawijaya）瓦梅納（Wamena）聖亞克布斯小學（SD YPPK 

Santo Yakobus Honelama），為五百多位學生發放鞋子及襪子。

 ◆ 2018.02.27 屏東縣枋寮鄉一間透天厝發生瓦斯氣爆，並波及相鄰房舍。慈濟

志工前往關懷案家及鄰居，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2.28 菲律賓計順市沓沓倫里（Barangay Tatalon）28日凌晨發生火災，

燒毀一百零一戶住家。慈濟志工為災民及救災人員發放麵包與熱

食約一千二百份。

 ◆ 2018.02.28 慈濟「0206花蓮地震」援助行動，7至28日共動員臺北、桃園、

臺中、雲林、臺南、高雄、宜蘭、花蓮、臺東等地志工三千零

六十七人次，提供一千八百零一件毛毯、一萬六千八百零三份

熱食、二百三十九份生活包、一千零六十八份安心祝福禮、

一千五百九十二份救難人員感恩禮、二百一十一戶慰問金。

三月

 ◆ 2018.03.01 慈濟基金會與彰化縣和美鎮中寮大庄社區關懷協會合作，於庚新

診所提供的圖書館空間成立糖友社區關懷據點，每週四由慈濟提

供健康促進課程及長者供餐服務，本日舉行簽約暨揭牌儀式。本

據點前身為和美記憶保養班，轉型後活動仍由社區主導，運作經

費則由基金會補助。 

 ◆ 2018.03.01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一棟公寓發生火災，造成一死七傷。慈濟志

工前往里長辦公室及後送醫院關懷受災者，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3.01 移民署南投收容所中近百位來自越南、印尼等地的受收容人，為

改善家裡經濟環境，來到異鄉臺灣工作，因故觸法而遭收容等待

遣返。

  南投慈濟志工有感於農曆年至元宵節期間，臺灣各地都洋溢著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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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的喜悅氣氛，收容所內的受收容人卻是滿懷愁緒，因此選在3

月1日前往收容所舉辦新春愛灑活動，透過樂器演奏、話劇表演

等方式，與受收容人分享華人過農曆年的喜悅，撫慰他們思鄉的

情緒；這樣的活動已連續舉辦六年。 

  表演節目結束後，志工也播放2月6日花蓮地震的相關影片，鼓勵

他們為受災者祝福；多位受收容人亦在交流聯誼時段，將自己的

愛心善款投入慈濟竹筒，奉獻一己心力。

  所長林建宏向志工表示，慈濟的活動有助於受收容人情緒的抒發

和穩定，更能啟發了他們的愛心，學習到臺灣人的價值觀和善行。

 ◆ 2018.03.03 智利慈濟志工是日前往聖貝爾納多市（San Bernardo）文化之

家，參與聯青少年基金會（Fundación Dem）舉辦的戶外活動，

捐贈文具用品給八十八位弱勢兒少。

 ◆ 2018.03.03 臺南市仁德區慈濟志工為上崙里獨居視障個案曾先生清掃住家環

境，並割除屋外雜草，讓案主行進無礙。 

 ◆ 2018.03.03 雲林縣慈濟志工接獲莿桐鄉六合村村幹事提報，委請志工為獨居

長者劉先生修繕住所屋頂，志工3月3日完成修繕工程，解決案家

逢雨必漏的困境。

 ◆ 2018.03.03 高雄市鼓山區慈濟憶能促進班本年度第一期第五堂課，安排職能

治療與園藝治療課程，共二十五位長者參加。

 ◆ 2018.03.04 阿根廷慈濟志工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奇爾美士區（Quilmes）

魯漢村（Villa Lujan），為一百一十三位清寒學生發放文具用品

及書包，並提供義剪服務。

 ◆ 2018.03.04 越南胡志明市慈濟志工於玉光寺舉辦新春餐敘活動，邀請寺方收

容的長者及慈濟照顧戶共餐、話家常。

 ◆ 2018.03.04 新北市新莊區祥鳳里一間民宅2月27日發生火災，慈濟志工接獲

移民署南投收容所的

受收容人在慈濟志工

的表演及分享後，不

只展露笑容，也為

0206花蓮地震的受災

者捐出自己的愛心。

攝影／簡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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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請託，3月4日出動五十二人為案家進行清掃。 

 ◆ 2018.03.04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三棟鐵皮屋發生火災，造成一人往生。慈

濟志工前往關懷三戶案家，並致送慰問金，其中一戶婉拒。

 ◆ 2018.03.07 菲律賓安地波羅市（Antipolo）一處住宅區3日發生大火，燒毀

一百多間房屋。馬尼拉慈濟志工勘災後，於7日為災民發放大

米、衣物、睡墊、毛毯及日用品等物資。

 ◆ 2018.03.07 慈濟基金會與桃園市桃園區新埔里合作，於新埔里活動中心成立

社區關懷據點，每週四由慈濟提供健康促進課程及長者供餐服

務，本日舉行簽約暨揭牌儀式。

 ◆ 2018.03.07 新北市三重慈濟志業園區社區關懷據點舉辦戶外活動，陪伴

一百四十五位長者到陽明山國家公園踏青。

 ◆ 2018.03.08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一間房屋發生火災並波及鄰房，慈濟志工

前往關懷兩戶案家，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3.10 智利包容足跡基金會（Huellas de Inclusión）以唐氏症及智能障礙

的孩子與家屬為服務對象，提供音樂、舞蹈、戲劇表演、繪畫、

烹飪等多元課程，以及心理輔導與援助計畫。此外，亦成立劇

團，讓孩子透過各種表演與練習，發揮潛能及專長，培養自信及

勇氣。然而，基金會因經費短缺，無力更換老舊的音響設備，經

常得面對上課及表演時音響故障或音效不良的狀況。

  該基金會透過慈濟曾關懷過的瑪麗亞路易莎公立學校（Escuela 

Profesora Maria Luisa）轉介，向慈濟聖地牙哥聯絡處求助。慈濟

志工多次前往訪視、評估，於3月10日捐贈兩組無線麥克風、兩

個音箱及一組調音臺，同時安排簡易素食烹飪課程，讓孩子親自

動手包壽司，與親師生同樂。

 ◆ 2018.03.10 中國大陸甘肅慈濟志工為五位就讀於天水師範學院的靖遠縣清寒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

捐贈音響設備，予包容

足跡基金會，讓該基金

會為唐氏症等身心障礙

兒，安排的舞蹈、戲劇

表演等課程能順利進

行。圖片／慈濟智利聖

地牙哥聯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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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發放助學金，為讓孩子感受家庭的溫馨，活動選在天水市當

地志工家中進行。

 ◆ 2018.03.10 彰化縣福興鄉慈濟志工訂每個月第二個週六為人人訪視日，本日

二十位志工齊聚福興慈濟環保站，交流訪視經驗與注意事項，再

分成六條路線，前往個案家中了解近況。

 ◆ 2018.03.10 臺南市鯤鯓派出所張姓警員7日因病往生，屏東縣佳冬鄉老家的

年邁雙親頓失依靠。屏東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志工，10日

前往案家致送慰問金，並考量張員父母皆患重疾，將之列為長期

關懷對象。

 ◆ 2018.03.11 中國大陸廣東東莞慈濟志工本日分別前往黃江敬老院、虎門鎮新

灣社區，關懷長者及照顧戶，了解他們的生活近況。

 ◆ 2018.03.11 中國大陸雲南慈濟志工於慈濟昆明聯絡處舉辦助學金發放活動，

共頒予六十六位大學生。適逢慈濟志工研習課程進行中，學生亦

共同聆聽，了解慈濟慈善行動。

 ◆ 2018.03.11 高雄市小港區中油大林煉油廠10日發生工安意外，造成三人燒燙

傷。慈濟志工11、12日前往後送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高雄長庚醫院，關懷傷者與家

屬，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3.12 美國東洛杉磯慈濟志工首次與羅蘭聯合學區（Rowlan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家庭資源中心合作，於拉蓬特市（La Puente）維

拉科塔小學（Villacorta Elementary School）為來自低所得家庭、

無固定住屋家庭、寄養家庭的學生發放食物，幫助近二百戶。此

後，發放固定於每月第二個週一進行。

 ◆ 2018.03.13 慈濟日本分會首次在岩手縣大槌町頒發新芽助學金，幫助兩位家

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是日於大槌町中央公民館舉行頒發典禮。

 ◆ 2018.03.14 臺灣佛教慈濟基金會（馬來西亞）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合作協

議，協助沙巴州根地咬醫院（Hospital Keningau）擴建洗腎中

心，由慈濟雪隆分會執行長簡淑霞與馬來西亞衛生部秘書長陳超

明代表簽署。

 ◆ 2018.03.14 辛巴威慈濟志工及社區志工於14、15日在琪薇區（Chivi）當地

兩所學校，發放淨水藥、蚊帳、食物及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

床）等物資，並提供義剪服務，幫助貧困居民。

 ◆ 2018.03.14 花蓮縣七星潭漁民13日發現一名溺斃女子，並通報海巡署處理

後續。慈濟志工獲知後，14日前往花蓮市立殯儀館關懷往生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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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3.15 慈濟臺南分會固定於農曆每月28日在靜思堂為照顧戶發放生活

物資，本次臺南大愛幼兒園學童參與發放，為長者獻唱及按摩

紓壓。

 ◆ 2018.03.16 臺灣慈濟教聯會三位老師及花蓮慈濟小學名譽校長楊月鳳，16至

18日在泰國慈濟志工陪同下，關懷泰北熱水塘安養中心長者，並

參與新芽助學家訪及親子班活動。

 ◆ 2018.03.16 新北市三重區國道路一間民宅16日發生火災，慈濟志工16、18日

前往關懷案主，並協助清掃住家環境。 

 ◆ 2018.03.17 嘉義縣水上鄉溪洲村一間三樓透天厝13日發生火災，屋主為

七十八歲獨居長者，無力清掃。慈濟志工接獲村長委託，17日出

動四十二人為案主清理住家環境。

 ◆ 2018.03.18 巴西聖堡羅慈濟志工前往聖米格爾保利斯塔（São Migue l 

Paulista），關懷聖安娜老人院（Casa Sant'ana e São Joaquim）長

者，並捐贈衛生紙、洗衣粉、漂白水與打掃工具等物資，以及提

供義剪服務。

 ◆ 2018.03.18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前往福羅雷斯原住民村（Puerto Flores），

發放食物籃及蔬菜種子，幫助四十戶家庭。

 ◆ 2018.03.18 馬來西亞檳城慈濟志工於3月間前往緬甸，於慈濟長期關懷的岱

枝縣瑞那滾村（Shwe Na Gwin）搭建簡易屋，工程期間有感偏遠

農村無電可用，缺少照明設備，返國後便展開募款，籌措裝設太

陽能照明設備的經費。

  3月18至4月24日，慈濟志工於緬甸潑水節前後，分三梯次為瑞那

滾村等九個偏鄉農村，發放近四百組太陽能照明設備，每組包含

一片太陽能板、一顆蓄電池及兩個燈泡，每組成本為緬幣六萬

緬甸偏鄉農村無電力

可用，慈濟發放太陽

能照明設備後，孩子

們晚上寫功課，不需

再點蠟燭。圖片／慈

濟緬甸聯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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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元（約新臺幣一千四百一十元），這筆金額相當於當地居民

二十天的工資，而村民有了太陽能板後，只要在白天充電，夜晚

即可長時間照明，不需再摸黑煮飯、用餐或念書。志工也鼓勵村

民將省下的蠟燭費用，存起來助人。

 ◆ 2018.03.19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里一處民宅上午發生火災，慈濟志工下午前往

關懷案家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3.19 花蓮縣壽豐鄉臺九線豐山路段19日發生五輛汽車追撞事故，造成

一死六傷。慈濟志工19、20日前往花蓮慈濟醫院、臺北榮總鳳林

分院及門諾醫院，關懷傷者及其家屬，並致送慰問金；另於慈院

為往生者助念。 

 ◆ 2018.03.20 花蓮縣豐濱鄉靜浦村一間民宅19日發生火災，造成一死三傷。慈

濟志工20日前往花蓮慈濟醫院關懷傷者，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3.22 加拿大西多倫多慈濟志工應全球醫援會（GlobalMedic）邀請，協

助打包七百組淨水器及衛生用品包。物資後續送往敘利亞、葉門

等鄰近國家，轉交給戰地救援組織發送給急需家庭。

 ◆ 2018.03.23 中國大陸湖南省長沙市開福區蚌塘社區響應政府推動環境保護工

作，邀請慈濟志工向社區居民宣導環保知識，促進居民落實資源

分類回收。

 ◆ 2018.03.23 慈濟基金會與彰化縣田尾鄉田尾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於田尾社區

活動中心成立田尾社區關懷據點，本日起每逢週五由慈濟提供健

康促進課程及長者供餐服務。

 ◆ 2018.03.24 菲律賓拉斯彬迎西市（Las Pinas City）皮拉爾村（Pilar Village）

於3月14日發生火災。慈濟志工於3月24日、4月3日兩度前往發

放，先後為災民送上衣物、毛毯、大米及日用品等物資。

 ◆ 2018.03.24 中國大陸北京與河北衡水、易縣等地慈濟志工，先後前往易縣中

學及易縣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發放助學金，共發放二百三十三人，

另致贈鋼筆禮盒予應屆畢業生，鼓勵他們維持寫家書的習慣。

 ◆ 2018.03.24 中國大陸廣西慈濟志工分別於南寧市馬山中學、廣西醫科大學進

行助學金發放，並以減塑為主題分享環保知識，共計一百六十八

位學生參與。

 ◆ 2018.03.24 中國大陸上海慈濟志工至楊浦區社會福利院關懷長者，並分享環

保知識，引導長者實作資源分類。

 ◆ 2018.03.25 慈濟加拿大多倫多支會冬季街友關懷活動，志工於每週日於市中心

探訪街友，並送上食物及禦寒物品，至本日共幫助二百一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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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25 加拿大約克郡家暴婦女中心（Yellow Brick House）萬錦市庇護所

廚房進行整修，北多倫多慈濟志工協助邀得鄰近素食餐廳免費供

餐，25至31日每日供應二十五份便當，並由志工負責送餐。

 ◆ 2018.03.25 臺南市仁德區文賢路一間民宅上午發生火警，慈濟志工下午前往

案家協助清掃環境。

 ◆ 2018.03.26 辛巴威慈濟志工應邀參與在首都哈拉雷舉辦的全國殘障者集會，

帶動來自十六個不同地區逾二百位慈濟社區志工，協助會場接待

及供餐服務。

 ◆ 2018.03.29 臺灣臺中鄭女士在土耳其旅遊期間昏迷送醫，不幸往生。土耳其

慈濟志工主動聯繫家屬後展開關懷，與駐安卡拉臺北經濟文化代

表團、旅行社及當地臺僑共同協助家屬處理後續事宜。家屬於29

日由土耳其移靈返回臺灣，由臺中慈濟志工接續關懷。

 ◆ 2018.03.29 新北市金山區磺港漁港發生高中生落海意外，慈濟志工連續兩日

前往現場陪伴家屬等待搜救結果，安撫家屬的激動情緒，並致送

慰問金。

 ◆ 2018.03.30 新北市樹林區一間紡織工廠29日發生火災，並波及鄰近兩間廠

房。慈濟志工30日前往關懷三間廠房的業主，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3.30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282巷一棟公寓24日發生火災，慈濟志工

30日偕同社區志工前往案家協助打掃環境。  

 ◆ 2018.03.31 慈濟基金會「減災希望工程」為苗栗縣後龍、造橋國中援建新校

舍，3月31日各別舉行動土奠基典禮；公館國中及苑裡高中援建

工程則於4月2日動土。

 

四月

 ◆ 2018.04.01 慈濟緬甸聯絡處於1至10日進行潑水節新年物資發放，志工分別前

往仰光市、丹茵鎮、勃固市、岱枝縣德巴村及瑞那滾村等五地，

為助學生與各地照顧戶送上生活物資，共幫助一百七十八戶。

 ◆ 2018.04.02 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北路一棟公寓2日清晨四時許發生瓦斯氣爆，

造成二死五傷，並波及多棟房屋。鄰近慈濟志工聽聞氣爆聲響

後啟動組隊聯絡網，於五時前抵達現場為救災人員供應熱食及

飲料，後續又前往醫院及居民安置旅館慰問，截至3日，共關懷

六十戶，並為其中二十六戶房屋受損者致送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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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05 桃園市桃園區福山街一戶民宅發生火警，造成四人往生。案主為

已故慈濟志工的髮妻，罹難者之一為大愛電視臺同仁，慈濟志工

獲知消息後，前往現場為消防人員提供熱食，並為往生者助念；

大愛臺副總監何建明等主管亦到場關懷家屬。

 ◆ 2018.04.07 慈濟基金會與臺北市中正區廈安里合作，在廈安里里民活動中心

開辦樂齡學堂，首次活動有三十六位長者參加。

 ◆ 2018.04.08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關懷福斯市（Foz）老人院長者，並捐贈

十部輪椅及三百二十片尿布。

 ◆ 2018.04.08 美國加州喜瑞都慈濟志工自2017年6月開始，在亨廷頓公園市

（Huntington Park）邁爾斯小學（Miles Ave Elementary School）為

當地低收入家庭進行蔬果發放活動，截至本日已完成九次發放。

 ◆ 2018.04.08 新北市汐止區慈濟志工進行翠柏新村老人安養中心每月例行關

懷，本次邀請金龍國小弦樂團及學生家長一起服務長者。

 ◆ 2018.04.08 新竹市千甲路一間民宅發生火警，造成一死一傷。慈濟志工8

日至案家及傷者後送醫院進行關懷，並致送慰問金；15日出動

二十七人為案主清掃住家。

 ◆ 2018.04.10 中國大陸福建省泉州市一位七十一歲的鄭奶奶身材矮小，臉部長

滿大大小小的肉瘤，帶著收養的女兒小玲居住在惠安縣塗寨鎮塗

寨村上，一間用石頭、土坯混合而搭建的低矮房屋裡。政府的補

助，及愛心人士不時送來的物資，足夠應付兩人生活所需，但視

力不好的鄭奶奶與智力不足的小玲卻不懂得使用，更將撿拾來的

物品當成寶貝堆滿家中，燒柴煮飯的火星亂竄，一個家顯得凌亂

骯髒而且危險。

  2017年11月4日，慈濟進行冬令發放前的入戶訪視，志工謝文

輝、黃偉玲一行四人走入鄭奶奶家。冬令發放後，志工牽掛著她

中國大陸福建泉州慈濟

志工五十六人，至惠安

縣塗寨鎮塗寨村為鄭奶

奶清掃居家環境，屋

內雜亂且飄散著陣陣

異味，志工沒有絲毫

退縮，仍將雜物清出整

理。攝影／沈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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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生活與安全，再次拜訪關懷，提出幫忙打掃環境，鄭奶奶回

絕了。志工不氣餒，在三個多月持續的關懷與陪伴下，獲得鄭奶

奶的信任並且同意清掃；志工將情況反應給村領導，得到支持，

開始著手招募人力、準備工具等工作。

  來自泉州、洪瀨、青陽、惠安及臺商區等五個社區的慈濟志工

五十六人，於2018年4月10日自帶工具，為鄭奶奶進行房屋環境

打掃；屋內外的志工裡應外合，很快地堆起一個垃圾小山丘，

再經分類及刷洗，村領導協助清運，志工將洗刷乾淨的傢俱及物

品放回屋內，再送上新衣櫥，讓破舊的老屋換上了新容顏。另一

邊，志工為母女理髮，更為小玲洗浴，讓二人煥然一新。

  有村民好心地提醒志工，她們過不了幾天又會撿垃圾回家，志工

回應：「我們會持續關懷陪伴，教她們一些生活、衛生的常識以

及防火安全隱患的意識，不讓她們繼續把垃圾搬回家，保持家的

整潔。」

 ◆ 2018.04.10 屏東慈濟志工於屏東看守所女所舉辦《慈悲三昧水懺》音樂手語

劇演繹，由兩位主管陪同三十二位受收容人參與演出，以啟發眾

人的善念與孝心。

  志工往年都是在屏東監獄舉辦經藏演繹，獲得熱烈迴響，曾連續

四年舉辦經藏演繹，但後來因獄方人力不足，活動暫停。去年志

工於看守所的女所辦理《水懺》讀書會活動，推廣素齋及持戒活

動，引領女收容人走向潔淨身心靈且「防非止惡」的人生正途，

激發教化師李順茂舉辦演繹的想法並順利促成因緣。

  為不影響女受收容人和所方人員額外時間練習，志工自2017年3

月開始利用工廠統一上課時間，導讀《慈悲三昧水懺》，後續再

加入手語課程，經過四個月的練習，才圓滿此次演繹。

屏東看守所女受收容

員以一份虔誠之心進

行演繹，與所有會場

人員互勉改變習氣。

攝影／謝光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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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收容人阿珍甫經喪妹之痛，在演繹後感觸很深，她上臺分享：

「無法和妹妹見面是我心中最大的遺憾，離開了這裡，就是畢業

了，再回來是穿著慈濟的制服來關懷的！」

  看守所主任黃淑琴則感謝志工長期投入教化活動，幫助學員們藉

由素齋及持戒，屏除雜念、安心服刑，更懂得感恩與孝順，這是

學員們入所這一趟最大的收穫，她也鼓勵收容女菩薩不妄語，常

存感恩心。

 ◆ 2018.04.11 印尼西爪哇省展玉縣（Cianjur）7日發生洪災，約二百間民宅遭

土石流及大水毀損。慈濟志工與當地軍區司令部合作，11日為災

民發放大米、速食麵、食用油、毛毯、紗籠、盥洗用品等生活物

資，共幫助一百一十戶。

 ◆ 2018.04.14 中國大陸上海慈濟志工14、15日於江蘇省泗陽縣，舉行「2018慈濟

泗陽愛兒關懷」活動，除了入戶訪視孤兒家庭，亦邀請他們參與

愛灑活動，並引導孩子向照顧自己的親人奉茶，表達感恩。志工

於2016年9月在泗陽縣婦女聯合會的協助下，開啟關懷孤兒行動。

 ◆ 2018.04.14 中國大陸蘇州、南京、上海、昆山慈濟志工，於14、15日舉辦蘇

北春蕾助學活動，為江蘇省宿遷市十所學校逾一千七百名貧困學

生發放助學金，並進行家訪及靜思語教學。

 ◆ 2018.04.15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於佩勒西亞市（Palencia）進行貧病家庭物

資發放，為九十二戶發放黑豆、食用油、通心麵、環保毛毯等物

資。

 ◆ 2018.04.15 新竹市東區千甲路一間民宅8日發生火警，造成一死一傷。慈濟

志工於當天前往新竹馬偕紀念醫院關懷傷者，致送慰問金，並於

15日出動二十五人為案主清掃住家。 

 ◆ 2018.04.15 新竹市香山區慈濟志工偕同慈少班團隊一行六十九人，為患有精

神疾病仍要照顧失智父親的楊姓案主清掃住家。

 ◆ 2018.04.16 慈濟紐西蘭分會15日晚間接獲奧克蘭民防局人員通知，奧克蘭西

區及西北偏遠地區因風災自10日起斷電、斷水，許多住戶需生活

上援助。慈濟志工於16日前往為災民發放毛毯、麵包、罐頭、保

久乳及香積飯。

 ◆ 2018.04.16 中國大陸重慶慈濟志工關懷患有先天性脊椎側彎的苟姓個案，除

了捐助醫療救助金補足手術費缺口之外，本日亦與重慶市兒童醫

院骨科醫護人員溫馨座談，分享慈善理念，啟發他們付出助人的

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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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16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一間公寓頂樓發生火災，並波及左右鄰居。

慈濟志工前往現場了解災情，並為三戶受災居民致送慰問金。

 ◆ 2018.04.19 中國大陸福建泉州慈濟志工自2017年4月起關懷因火災燒傷的穆

小弟弟，經定期探視及陪伴就醫而逐漸增加熟悉感，為引導他接

觸外界，本日志工安排全家至五里橋公園遊憩。

 ◆ 2018.04.19 臺北市中正區詔安街一間民宅19日午夜零時許發生火災並波及左

右鄰居，慈濟志工獲知消息後，前往現場為消防人員提供飲水，

再於上午關懷受災戶，以及致送慰問金；24日出動十人為其中兩

戶案家打掃住家。

 ◆ 2018.04.22 澳洲新南威爾斯省貝加谷郡（Bega Valley Shire）塔斯拉鎮

（Tathra）3月發生森林大火，燒毀約一百三十間房屋。慈濟澳洲

分會志工於4月22日進行勘災，並發放毛毯及生活物資。

 ◆ 2018.04.22 中國大陸遼寧慈濟志工於撫順市清原高中進行助學金發放活動，

頒發助學金予五十八位學生，並分享孝道的觀念。

 ◆ 2018.04.23 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隊兩名員警在國道一號南下臺

南麻豆路段攔檢一輛違規貨車時，遭另一輛貨車追撞，造成三

人往生。慈濟志工前往柳營祿園殯儀館膚慰往生者家屬，並致

送慰問金。

 ◆ 2018.04.23 高雄市彌陀區一間塑膠工廠發生火警，慈濟志工前往現場了解災

況，並為消防人員提供飲水及點心。

 ◆ 2018.04.25 尼泊爾創古度母寺部份建築在2015年強震中嚴重受損，慈濟援助

該寺進行修復工程，於本日舉行佛像安座暨重啟典禮，由慈濟馬

來西亞雪隆分會執行長簡淑霞代表宣讀證嚴上人祝福信。

 ◆ 2018.04.25 中國大陸江蘇蘇州慈濟志工於慈濟蘇州志業園區舉辦長者志工感

恩茶會，分享「壽量銀行」觀念及自身做志工的心得，並鼓勵長

者常至園區走動。

 ◆ 2018.04.25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路一棟民宅發生火警，造成兩人受傷送醫。慈

濟志工前往醫院關懷傷者狀況，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4.26 高雄市鹽埕區慈濟志工於母親節前夕，前往高雄市腦性麻痺服務

協會鹽埕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照顧服務中心，舉辦感恩孝親會，

引導腦痲學員以奉茶、獻花等方式，向家人及照護員表達感恩。

 ◆ 2018.04.28 美國維吉尼亞州林其堡市（Lynchburg）15日遭龍捲風侵襲，超

過二百戶民宅受損。慈濟華府分會及維州瑞其蒙聯絡處志工於18

日前往災區勘災，並與當地政府及紅十字會商討賑災計畫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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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在林其堡市謝費德小學（Sheffield Elementary School）定點發

放現值卡、毛毯等物資，其中現值卡金額依照紅十字會鑑定受損

的程度，分別提供美金六百、三百及一百五十元不等。此外，慈

濟志工也在紅十字會人員陪同下，前往低收入戶及外來移民集中

的活動屋區訪視及發放，逐戶送上祝福。總計幫助三十七戶。

 ◆ 2018.04.29 中國大陸雲南昆明聯絡處為大學助學生舉行「讓愛啟航」青年志

工生活營，以「五月孝親感恩」為主題進行課程，並安排前往敬

老院、療養院與住民互動，啟發學生成就學業的同時，也要樂於

付出。

 ◆ 2018.04.29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進行廈門地區助學生入戶訪視，共關懷

二百二十七戶家庭的生活狀況，並發放本學年最後一次助學金。 

 ◆ 2018.04.30 加拿大西多倫多慈濟志工自2016年1月起，協助多倫多基督教福

音堂傳道會（Evangel Hall Mission）進行「遠離寒冷計畫（Out of 

the Cold Program）」，為排隊等候床位的街友提供熱飲及點心，

本年至4月30日共服務約五百人次。該計畫於每年11月到隔年3

月，由響應的宗教、慈善團體為街友提供夜間庇護服務，此次因

冬季時間長，故延長至4月底止。

五月

 ◆ 2018.05.02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1日發生死亡車禍，慈濟志工2日前往案家

關懷往生者家屬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5.02 彰化市中山路三段一家金屬加工廠發生火災，慈濟志工前往彰化

基督教醫院，陪伴在加護病房外的傷者家屬，並致送慰問金。

美國維吉尼亞州林其

堡市於4月中旬遭龍捲

風侵襲，慈濟志工為

災民送上現值卡、毛

毯並給予擁抱，祝福

他們早日重建家園。

圖片／慈濟美國總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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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02 慈濟與彰化縣員林市中央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成立社區關懷據點，

本日正式揭牌；據點於4月11日開始試營運，志工固定每週三為

長者提供血壓檢測、共餐、桌遊等服務。

 ◆ 2018.05.04 桃園市平鎮區敬鵬工業工廠4月28日晚間發生大火，造成六位

消防人員、兩位外籍移工往生。慈濟志工4月29日至5月1日投入

七百三十七人次進行救災人員與家屬關懷，供應熱食、飲水等物

資，也向家屬致送慰問金、為往生者助念。

  4日，慈濟志工再應市政府邀請，在御奠園淨界紀念會館天御廳

舉行祈福會，為殉職消防員誦經祈福；另於17日前往市立體育館

參加「悼念桃園市0428消防英雄追思會」，祝福亡者靈安。

  期間，志工也前往敬鵬工業外籍移工安置中心，為受火災影響的

泰籍、越南籍移工舉辦愛灑關懷活動，並前往中壢殯儀館，參加

敬鵬工業廠房火災兩位罹難外籍移工的告別式，致送慰問金予罹

難者家屬。

 ◆ 2018.05.05 中國大陸福建泉州慈濟志工分別關懷龍湖鎮尚善養老院、石獅市

慈愛老人福利院，帶動團康活動與長者互動。

 ◆ 2018.05.05 新竹市香山區海埔路一間工廠發生火災，慈濟志工前往關懷業

主，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5.09 慈濟美國德州奧斯汀聯絡處推動幸福校園計畫，志工於安德魯

斯小學（Andrews Elementary School）辦素食餐會，感恩教職

員的付出。

 ◆ 2018.05.10 慈濟基金會與全聯實業公司簽訂「慈濟慈善物資卡採購契約」，

卡片正面印有「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慈善物資卡」識別字

樣，儲值額度為一千至三萬元，將用於急難救助與冬令發放，

受助者可持卡至全聯福利中心選購生活物資，但不可購買菸酒

慈濟志工於御奠園淨

界紀念會館天御廳舉

辦祈福會，祈求亡者

靈安，生者心安。攝

影／謝光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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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全聯實業公司基於物資卡屬公益服務性質，未收取製卡

費用。

 ◆ 2018.05.11 宜蘭縣羅東鎮民意街一間民宅11日發生火災，造成一人往生。慈

濟志工當天前往關懷並致送慰問金，另於14日到壽園殯葬管理所

為往生者助念，讓家屬心安。

 ◆ 2018.05.12 馬來西亞籍錢先生至韓國全州市打工，3月時因癌末病重住院，

家屬在語言不通及經濟拮据的狀況下，亟需援助。韓國慈濟志工

幫忙籌募醫療費用，並在錢先生5月上旬往生後，協助家屬處理

後事等相關事宜，至本日家屬返回馬來西亞。

 ◆ 2018.05.12 慈濟基金會於中國大陸四川省慈濟成都大愛感恩環保科技園區舉

辦512汶川地震十周年紀念活動，邀請實業家、援建學校代表及

曾參與賑災的慈濟志工共聚一堂，回顧援助過程及見證慈濟在四

川的大愛足跡。

  曾參與2008年汶川地震賑災的四位臺灣慈濟志工特別再次來到四

川參加活動。當地志工任時香看到臺灣志工蔡月女時，很感動

又激動地說：「以前我們什麼都不懂，是師姊們一點一點地教我

們，讓我從一個手心向上的人，變成手心向下的人。」蔡月女

說：「來的時候我就懷著期待的心情，看到她們後，真的是非常

開心，就好像看到久別的家人。」臺灣志工羅明憲上臺分享賑災

時的點滴，更表示：「一下車就看見宏偉的園區建築，看到那麼

多莊嚴的本地志工在各功能組井井有條的付出，我的心裡真的好

安慰。」 

  為讓大眾更了解慈濟志業，此次活動設置海報展覽區，曾是受災

鄉親的洛水志工羅鳳萍導覽「溫馨關懷故事」區塊，分享四川慈

濟志工多年來如何關懷陪伴個案，也分享自己從受助者變為助人

原前進慈濟小學校長

宋如偉（左）與韓灘

慈濟小學校長吳勝斌

（中），做為十三所

慈濟援建學校代表，

見證分享辦學成績，

以及教育工作者的責

任與使命。攝影／張

菊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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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體會，羅鳳萍說：「以前受災了，慈濟人給了我們很多的

愛，現在我們應該要成為一個幫助別人的人，從手心向上變為手

心向下去助人，也是一件快樂的事。」

  志工亦邀約慈濟援建學校的校長、老師相聚，一起回首憶當年，

並分享十年創下的成績。原前進慈濟小學校長宋如偉與韓灘慈濟

小學校長吳勝斌，作為十三所援建學校的代表，一同分享學校辦

學成績，以及教育工作者的責任與使命。現為四所聯盟學校校長

的宋如偉表示，慈濟給予建築的幫助，是辦好學校的基礎，教育

對孩子的幫助，是一輩子的事情，我們會堅持下去。

 ◆ 2018.05.13 智利慈濟志工前往馬庫爾市（Macul）黃昏老人院（Hogarde 

Ancianoel Atardecer），捐助冬季暖氣燃料費用，並舉辦浴佛活動。

 ◆ 2018.05.13 慈濟高雄分會接獲勞工局職業災害個案管理員轉介，案主於7日

在一棟住宅大樓進行地下汙水池維修時往生，家屬無力負擔喪葬

費用；志工13日到案家關懷家屬，並致送慰問金，協助處理案主

身後事。

 ◆ 2018.05.14 慈濟美國總會大愛蔬果車於每月第二個週一在拉蓬特市（La 

Puente）維拉科塔小學（Villacorta Elementary School）為低收入家

庭發放食物，本日為第三次發放。

 ◆ 2018.05.15 加拿大多倫多慈濟志工於博康醫院（B r i d g e p o i n t  A c t i v e 

Healthcare）舉辦浴佛活動，並將小型推車布置為「行動浴佛

臺」，讓無法到場的病患、家屬及醫護人員也能參與。

 ◆ 2018.05.15 慈濟菲律賓分會謀生職訓班計畫首屆電腦維修班及客服英語班，

於本日舉行結業典禮，共有三十二位學員獲頒結業證書。

 ◆ 2018.05.16 臺中市太平區慈濟志工偕同臺中慈濟醫院中醫師到陸軍五二工兵

群光隆營區，參加心輔推手講座，與一百位國軍弟兄分享自我壓

力檢測、紓解的方法。

 ◆ 2018.05.19 南非約堡慈濟志工關懷索威托（Soweto）盲胞，本日於進步綜合

高中（Progress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舉辦物資發放暨浴佛

活動。

 ◆ 2018.05.19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一戶慈濟關懷個案案主與外孫相依為命，又

臥病在床，本日志工出動三十九人，為案家清掃住家。

 ◆ 2018.05.21 慈濟援助菲律賓卡南加鎮海燕颱風災民，由奧莫克前市長愛德華

‧寇狄拉（Edward Codilla）伉儷提供位在聖嬰里（Santo Niño）

的二公頃土地，搭建一百二十間簡易屋，於本日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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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22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一家汽車修理廠21日發生火災，造成一

人往生。慈濟志工22日前往市立第二殯儀館關懷家屬，並致送慰

問金。

 ◆ 2018.05.23 加拿大北多倫多慈濟志工自2015年起陸續捐款，資助萬錦多福醫

院（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添置醫療器材或改善設施。院

方於本日舉辦茶會，感恩慈濟志工的付出。

 ◆ 2018.05.23 彰化縣和美鎮線東路二段四間連棟鐵皮工廠下午發生火災，慈

濟志工即刻前往了解災況，確認其中一位業者身家財產皆付諸

一炬，且尚有機具貸款須償還，遂致送慰問金，並列為持續關

懷個案。

 ◆ 2018.05.23 慈濟基金會資助臺灣盲人重建院辦理第六十一屆丙級按摩養成

班，協助視障者習得一技之長，本日由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與該

院董事長曾瀚霖簽訂公益合作協議書。

 ◆ 2018.05.23 慈濟基金會捐贈五十張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予嘉義縣消

防局，提升消防人員在執行長時間輪值救災或參加訓練時的休息

品質。

 ◆ 2018.05.23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部份店家22日遭失控汽車衝撞，慈濟

志工23日前往關懷，並致送祝福禮。

 ◆ 2018.05.23 臺北市內湖區安康路21日發生號誌纜線地下工程工安意外，慈濟

志工23日前往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關懷傷者及其家屬，並致送慰

問金。

 ◆ 2018.05.23 臺北市北投區慈濟志工前往貴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舉辦每月一

次的例行關懷活動；志工關懷始於2016年5月。

 ◆ 2018.05.24 慈濟自2016年起持續關懷塞爾維亞境內的國際難民，除了協助供

餐之外，也配合季節發放衣物。5月下旬，來自英國、德國、奧

慈濟志工首次在塞爾

維亞舉行浴佛活動，

邀請難民及難民中心

人員參與。身為穆斯

林的難民捧起雙手，

以伊斯蘭教方式祈

禱。攝影／王玲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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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義大利、波士尼亞等地慈濟志工前往塞爾維亞，於24、25

日會同當地志工，分別於阿德塞微西（Adasevci）、普林斯博瓦

其（Principovac）、克爾尼亞察（Krnjača）及歐普（Obrenovac）

等難民中心，發放短衫、短褲等夏季衣物。

  慈濟志工此行適逢佛誕節與伊斯蘭教齋戒月期間，特地於24、26

日先後在阿德塞微西及歐普兩處難民中心，各舉行一場浴佛活

動，邀請難民與工作人員參加，共同祈願天下無災無難。雖然大

家的信仰不同、祈禱方式各異，但現場氛圍莊嚴、祥和。

 ◆ 2018.05.24 慈濟加拿大西多倫多聯絡處接獲多倫多阿拉伯社區中心（Arab 

Community Centre of Toronto）通報，為十戶貧病移民家庭發放尿

片、醫療口罩、空氣清淨機、營養品、嬰兒食品、衣物及鞋子等

物資。

 ◆ 2018.05.24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51巷一間民宅發生火災，造成三人往生，

另有四人財物燬損，慈濟志工前往關懷，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5.26 荷屬聖馬丁慈濟志工於斯科特體育館舉辦大米發放暨浴佛活動，

發放逾一萬二千公斤大米，共一千四百二十五人參與。

 ◆ 2018.05.27 慈濟印尼分會於5月27日至6月11日進行開齋節禮包發放，共發

放二萬二千四百八十七份，其中5月31日於西爪哇省茂物縣芝

沙魯亞（Cisarua）場次，發放對象為該地的國際難民，共幫助

三百四十戶。

 ◆ 2018.05.28 美國慈濟第七十四梯次海地關懷團於5月28日至6月1日，進行本

年度第三批臺灣援外大米發放，幫助太子港太陽城、拉薩琳等地

貧困居民，並提供部份大米予聖恩修女會、拉薩琳學校等機構，

作為學生及社區殘疾孤老者供餐使用。

 ◆ 2018.05.28 英國曼徹斯特慈濟志工於基石遊民日間照護中心（Cornerstone 

Day Centre）發放熱食及舉行浴佛活動，並提供義剪服務。

 ◆ 2018.05.28 中國大陸吉林省松原市28日凌晨發生芮氏規模5.7地震，松原慈

濟志工於下午入戶關懷照顧戶、會眾及當地志工等四人，安撫他

們的心情。

 ◆ 2018.05.28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里一間民宅發生火災，造成兩人受傷。慈濟志

工前往關懷，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5.30 南非約堡慈濟志工於比諾尼市（Benoni）帕芳登區（Putfontein）

烏捏札尼小學（Umnyezane Primary School）進行冬令發放，為當

地六百六十五戶貧困家庭送上大米、肥皂及鞋子等物資。



290

52
六月

 ◆ 2018.06.01 菲律賓馬尼拉敦洛區（Tondo）羅沙洛小學（Rosauro Almario 

Elementary School）約八成學生來自弱勢家庭。值開學之際，慈

濟志工本日為五百位學生發放書包及文具用品。

 ◆ 2018.06.02 慈濟基金會與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南投縣服務站、南投縣

政府社會及勞動處等單位合作，在慈濟南投聯絡處舉辦「關懷移

工不打烊，素粽飄香慶端午」活動，由志工為近百位參加法令宣

導的移工朋友致送素粽和水果，並安排歌唱表演、義剪及量血壓

等活動。

 ◆ 2018.06.02 慈濟高雄合心區喜捨和氣志工在靜思堂舉辦端午節關懷活動，邀

請居家關懷戶、照顧戶一同聚餐，共一百一十八人參加。

 ◆ 2018.06.03 美國夏威夷大島上的幾勞亞火山（Kilauea Volcano），自5月初起

頻頻噴發，大量的熔岩溢流，危及社區，數千位居民緊急撤離。

6月初，慈濟夏威夷分會約二十名志工由歐胡島搭機前往大島，

展開關懷行動，3日於巴和雅（Pahoa）社區中心庇護所、開奧國

民警衛隊軍械庫（National Guard Armory at Keaau）收容中心發放

熱食及毛毯，另提供義診服務。

  庇護所三餐由許多團體接力提供，由於部分災民為素食者，因此

負責統籌的救世軍，對於慈濟提供的素食服務極為歡迎。此外，

六位醫師與一位護理師於現場駐點，提供簡單的內外科看診，包

括量血壓、血糖、健康諮詢、補充處方藥等服務。此行熱食發放

近三百人次，義診服務約三十人次。慈濟志工除了關懷災民以

外，4日也在當地志工陪同下，分別前往軍警、民防等單位致贈

禮籃，感恩救難人員的付出。

  幾勞亞火山這一波噴發，摧毀約七百棟房屋，家園毀損的災民只

夏威夷幾勞亞火山噴

發，當地政府疏散鄰

近社區居民。慈濟志

工前往庇護所，提供

熱食與義診服務，於

開診前邀請紅十字

會人員及災民一同祈

禱。攝影／鍾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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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暫時棲身帳篷或借住親友家。慈濟繼6月份的關懷行動，在聯

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的建議下，於7月8、15、22日分三

梯次在開奧高中的聯邦災難復原中心，進行現值卡、毛毯發放，

對象以紅十字會提供的名單為主，皆是被強制撤離並通過審核的

災民，總計幫助三百九十八戶。

 ◆ 2018.06.04 馬來西亞慈濟志工與沙巴州亞庇市政府合作，在加雅島（Pulau 

Gaya）甘榜羅烏來（Kg. Lok Urai）成立環境行動委員會學習中

心（Pusat Pelajaran Environmental Action Committee），提供當

地無國籍孩童就學機會，於本日舉行啟用典禮，共有四十一位

學生。

 ◆ 2018.06.04 慈濟基金會與臺東關山慈濟醫院合作成立社區關懷據點，為社區

長者每週安排一次健康課程，透過簡易運動與團康活動，提升身

心靈健康。本據點於7月1日通過政府核定，成為長照2.0──C級

巷弄長照站。

 ◆ 2018.06.04 慈濟高雄大寮共修處C級巷弄長照站舉辦首次課程，共有二十六

位來自大樹、大寮區的長者參加。

 ◆ 2018.06.04 漢光34號演習一架戰機於基隆市暖暖區山區失聯，新北市及基隆

市慈濟志工獲知消息後，準備麵包及水果，前往搜救單位集結點

碇內國小，為軍警消人員補充體力。

 ◆ 2018.06.04 屏東縣潮州鎮2日發生海軍陸戰隊士兵遭殺害事件，慈濟志工4日

至往生者家中關懷其家屬，並致送慰問金與生活物資。

 ◆ 2018.06.05 瓜地馬拉富埃戈火山（Fuego volcano）於3日爆發，造成逾百人

傷亡，約三千人被安置在收容所。瓜地馬拉慈濟志工5日結合僑

界人士，備妥素炒飯、炸餛飩等中式餐點，前往埃斯昆特拉省

（Escuintla）何塞馬蒂公立綜合學校（Federación José Martí）收容

瓜地馬拉富埃戈火山噴

發後，近千位居民被安

置於不同的臨時屋區。

9月9日，慈濟在埃斯昆

特拉省臨時屋發放生活

物資。志工向災民介紹

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的使

用方法。攝影／王萬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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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放，希望藉由美味的異國料理，稍稍膚慰災民不安的心情。

由於首次熱食發放備受好評，經國家緊急救難中心（CONRED）

的窗口聯絡，慈濟志工於14日再度前往，分別在何塞馬蒂公立綜

合學校、卡洛斯技術學校（Instituto Carlos Samayoa Chinchia）兩

地收容所，分送餐點。

  隨著收容所災民人數漸減，慈濟志工特地前往國家緊急救難中心

拜會，了解災民安置計畫，並前往臨時屋區探訪，評估災民生活

需求，籌劃後續援助。9月初，以美國慈濟新澤西分會志工為主

要成員的中南美洲關懷團跨國支援，與瓜地馬拉志工於9日在埃

斯昆特拉省臨時屋區，發放毛毯、床單、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

慧床）及衛生用品等物資，共幫助一百六十二戶。

  賑災團隊此行亦前往另一處重災區——沙卡德貝格省

（Sacatepequez）阿洛迪南戈市（San Juan Alotenango）勘察，考

量當地海拔一千多公尺，加上正逢雨季，日夜溫差大，災民需

要禦寒物品，遂於23日由瓜地馬拉慈濟志工前往設在聖塔伊莎貝

爾村（Santa Isabel）的臨時屋區，為棲身在此的一百六十八戶災

民，發放毛毯、雨傘、餅乾及衛生用品等物資。

 ◆ 2018.06.07 彰化市互助三街兩間民宅發生火災，無人傷亡。慈濟志工前往現

場關懷受災戶並致送慰問金，其中一戶婉謝。

 ◆ 2018.06.08 來自美國、法國、德國、英國、瑞士等地共十四位慈濟志工，

組成2017年葡萄牙中北部林火第二梯次關懷團，8日前往奧

利維拉市（Oliveira de Frades）勘災；10日第二度於唐迪拉市

（Tondela）發放物資券，幫助一百零一戶。 

 ◆ 2018.06.08 慈濟大學慈青社成員每月第二個週五固定前往撒固兒部落文化健

康站進行長者服務，本次參與社員有臺灣、越南、泰國、馬來西

瓜地馬拉沙卡德貝格省

阿洛迪南戈市，亦是富

埃戈火山爆發的重災

區，慈濟志工前往市郊

的聖塔伊莎貝爾村臨時

屋，發放毛毯、衛生用

品等生活物資。攝影／

葉吳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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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南非等地的學生，一起進行志工服務學習。

  健康站每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安排老人課程，每個月第二個星期

五還有慈青加入，為他們注入年輕的活力。阿公阿嬤們也因為8

月豐年祭即將來臨，輪流唱了好幾首歌曲給慈青同學聽。

  雖然慈青大多不是花蓮人，但有幾位投入部落長者關懷已逾兩

年，慈青社希望透過社區服務，讓大家與花蓮產生感情連結，而

最重要的是讓社員從與阿公阿嬤的互動中，更珍惜與家裡長輩的

相處。

 ◆ 2018.06.09 慈濟美國新澤西分會頒發本年度清寒獎學金，共有來自賓州、德

拉瓦州及新澤西州二十四位高中生獲獎，其中十三位受獎者及其

家屬一同出席頒發典禮。

 ◆ 2018.06.09 慈濟智利聖地牙哥聯絡處接獲提報，比尼亞德爾馬市（Vina del 

Mar）一對夫婦因丈夫接連傷病，經濟陷入困頓，經評估後以補

助兩個月看護費用的方式給予協助。本日，志工一行五人前往案

家進行關懷。

 ◆ 2018.06.09 行政院發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修正內容，將慈濟基金會

列為風災、震災、海嘯及火山災害之中心一級開設後的進駐機

關，負責辦理災害現場救災人員後勤協助事宜，並加入作業群組

之搜索救援組，協助辦理人命搜救及緊急搶救調度支援事宜。

 ◆ 2018.06.09 慈濟臺南分會於仁德靜思堂和新營、安平聯絡處舉辦「端午感恩

聯誼」，邀請照顧戶聚餐慶佳節，共二百九十四人參加。

 ◆ 2018.06.10 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Baltimore）於5月下旬發生水災，慈濟

八十一歲的田阿嬤有一個

女兒嫁到日本，看到外

國來的孩子感觸特別多，

不捨地用手輕撫慈青的臉

頰。攝影／李家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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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分會志工本日在重災區艾文斯頓鎮（Irvington），為七十一

戶災民發放毛毯、現值卡。

 ◆ 2018.06.10 慈濟泰國分會接獲斯里蘭卡難民請求助學信函，經前往曼谷市廊

曼區（Donmuang）大天使邁克爾教堂的臨時教學空間訪查、評

估後，本日為十九位學生發放文具用品，以及補助老師三個月的

交通費用，另提供筆記型電腦及印表機作為教學之用。

 ◆ 2018.06.10 委內瑞拉通貨膨脹持續惡化，民生物資嚴重短缺。慈濟志工進行

第十三次物資發放，幫助二十位老弱病殘者及八位本土志工，提

供每人一瓶蕃茄醬、一瓶奶油及近一公斤香蕉。

 ◆ 2018.06.10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為促進族群間相互了解，首次安排巫、華、印

裔照顧戶一同參與靜思堂開齋節發放活動，除提供義剪、醫療諮

詢、健康講座及環保手工藝課程以外，並由馬來族鄉親演繹短

劇，傳達伊斯蘭教齋戒的精神及意義。

 ◆ 2018.06.10 印尼直民丁宜（Tebing Tinggi）慈濟志工長期關懷阿瑪利亞孤兒

院（Panti Asuhan Amaliyah），本日前往發放物資並準備美味佳

餚，與院內師生共度開齋節。

 ◆ 2018.06.10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於6月10日至7月15日，分別於雷曼希多

區（Remansito）、馬拉卡莫亞村（Maracamoa）、法蘭克總統城

（Presidente Franco）及聖阿爾弗雷多區（San Alfredo）進行冬令

發放。

 ◆ 2018.06.10 臺東慈濟志工製作近千顆素粽，分送至仁愛之家、天主教救星教

養院、基督教晨曦會臺東輔導村、阿尼色弗兒童之家、內政部空

中勤務總隊第三大隊第三隊等單位。

 ◆ 2018.06.11 印尼慈濟志工協助萬隆縣辛達沙力村（Sindangsari），修繕村內

的清真寺，於本日舉行啟用儀式，並分送七十六份開齋節禮包予

鄰近村民。

 ◆ 2018.06.12 高雄市內門區臺3縣內門路段9日發生機車車禍，造成兩人死亡。慈

濟志工12日前往其中一位往生者家中關懷家屬，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6.13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處出租鐵皮建物13日發生火災，造

成三人往生、房屋全毀。慈濟志工13、15日前往受災鄉親安置處

關懷，並致送換洗衣物及慰問金。 

 ◆ 2018.06.13 南投縣草屯鎮慈濟志工於端午節和警察節前夕，前往警察局草屯

分局及其轄下派出所，致贈祝福感恩卡及素粽、蘋果、香積麵，

慰勞警察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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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14 中央氣象局13日針對十一縣市發布大雨或豪雨特報，為此經濟部

水災緊急應變小組二級開設。慈濟花蓮本會於14日上午八時十五

分在靜思精舍成立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並召開首次備災會議。

 ◆ 2018.06.14 桃園市慈濟志工製作二千多顆素粽，分送至桃園區、中壢區的警

消單位，感恩他們平日的辛勞。

 ◆ 2018.06.15 加拿大多倫多慈濟志工於多倫多阿拉伯社區中心（A r a b 

Community Centre of Toronto），為六十戶穆斯林新住民發放開齋

節物資，送上杏仁、椰棗、蜂蜜及葵花子油等常用食物。

 ◆ 2018.06.15 高雄市仁武區永新七街一間民宅11日發生火災，造成四人嗆傷

送醫。慈濟志工15日前往高雄榮民總醫院關懷傷者，並致送慰問

金。

 ◆ 2018.06.15 臺中市東區大智市場一間家庭式食品加工廠發生爆炸意外，造成

三人燒燙傷、兩間鄰近店家受波及。慈濟志工分路線前往現場為

受災店家致送慰問金，以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關懷傷者。

 ◆ 2018.06.15 臺北市內湖區慈濟志工舉辦「2018年端午暨警察節感恩愛灑」活

動，前往十九個警消單位致贈感恩卡、素粽及淨斯產品。

 ◆ 2018.06.15 花蓮慈濟醫院常駐志工製作近千顆素粽，分送至花蓮監獄、榮民

之家、聲遠老人養護之家、禪光育幼院等機構；佳節關懷活動已

持續二十餘年。

 ◆ 2018.06.16 德國慕尼黑慈濟志工范德祿夫妻，長期關懷格拉紹（Grassau）難

民中心的國際難民，有感於他們礙於法令無法工作，缺乏生活重

心，遂撥出部份自家農地，無償提供給難民種植蔬菜，於本日進

行整地，展開耕作。

 ◆ 2018.06.16 彰化縣二十位慈濟志工前往社頭鄉，為社石路一戶個案清掃住

家，並為案家粉刷牆壁、更換燈管。

 ◆ 2018.06.17 慈濟澳洲分會舉辦半年一次的星兒（自閉症兒童）家庭愛灑活

動，志工與八十多個家庭齊聚於雪梨奧林匹克公園，進行團康遊

戲及餐敘。

 ◆ 2018.06.18 慈濟美國總會大愛蔬果車於每月第三個週一，在聖伯納汀諾郡

（San Bernardino）瓊斯小學（Juanita Blakely Jones Elementary 

School）發放食物，本日發放逾三百六十戶。

 ◆ 2018.06.19 慈濟基金會協助花蓮縣玉里鎮三民國中重建校舍，本日舉行「減

災希望工程動土奠基典禮」，花蓮縣教育處處長劉美珍、三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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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校長鄭健民、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等人出席見證；新

校舍於原地重建，包含行政、教學空間，以及圖書室、風雨操場

等規畫。 

 ◆ 2018.06.19 全聯實業公司交付首批八千張慈濟慈善物資卡，由慈濟臺北分會

點收確認。

 ◆ 2018.06.19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地下道發生機車道坍方意外，造成三人受傷，

分送成大、奇美醫院治療。慈濟志工19、20日前往兩家醫院關懷

傷者，並致送慰問金；一位輕傷患者於志工抵達前已出院。

 ◆ 2018.06.19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一處民宅發生火警，慈濟志工前往關懷，並

為受波及的三戶鄰居、店家致送慰問金。

 ◆ 2018.06.20 高雄市三民區慈濟志工20、22日偕同社區志工，為灣復里李姓個

案清掃住家；案主因病住院，女兒陪同照護，無力整理家中回收

物，已影響鄰居生活。

 ◆ 2018.06.22 慈濟馬來西亞吉蘭丹支會為了讓馬來族照顧戶更了解慈濟，首次

在會所舉辦開齋節發放，邀請他們至會所共度佳節，共有二十一

戶參與。

 ◆ 2018.06.22 慈濟美國總會大愛蔬果車自 2 0 1 7年起於亨廷頓公園市

（Huntington Park）邁爾斯小學（Miles Ave Elementary School）進

行食物發放，本日為第十次發放，幫助二百一十戶低收入家庭。

 ◆ 2018.06.22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於集美區杏美小學進行「新衣回收，

愛物惜福」愛灑活動，將回收的嶄新衣鞋及學用品發放給孩童，

並進行環保宣導，分享資源分類的作法。杏美小學的學生多數是

外來農民工子弟，志工三年來一直在關懷該校的困難學生。當志

工接收一些製衣工廠及商家的庫存物資時，就決定將這些嶄新的

衣物、學用品捐贈給這些孩子。

「新衣回收，愛物惜

福」愛灑活動中，杏

美小學學生挑選著自

己喜歡的衣服或學用

品。攝影／朱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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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活動的進行時間是在放學後，志工貼心地準備粽子給家長及

孩子享用，再遞上濕毛巾擦淨。志工更用心設置三個站點，在惜

福站，孩子們有的歡天喜地挑選自己喜歡的書包、文具，有的滿

臉笑容抱著滿懷的衣服。在環保手工藝品展示區，大愛紗製成的

衣服見證資源回收的奇蹟；在分類體驗站，大家高舉雙手學習環

保十指口訣，及在日常生活中落實資源分類。

  此次雖為慈善捐贈活動，但也是一個愛物惜福的環保活動，所以

籍這個機會，志工也安排進行環保知識與環保理念的宣導。慈濟

志工劉素珠說：「新衣及新用品的回收，源自於環保，落實在慈

善捐贈，不負上人對環保的期許─清淨在源頭。」

 ◆ 2018.06.23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舉行本年度獎學金發放典禮，共二十三位學生

獲獎。

 ◆ 2018.06.23 斯里蘭卡可倫坡慈濟志工至維多利亞殘障之家（Victoria Home for 

Incurables）關懷住民，為他們剪甲、剪髮與清掃環境。

 ◆ 2018.06.24 委內瑞拉慈濟志工前往天主教Casa Hogar療養院關懷院民，並捐

贈奶油、番茄醬、美乃滋各六罐；本土志工亦提供一包麵粉、二

公斤米與院方結緣。

 ◆ 2018.06.24 緬甸丹茵鎮自然禪修中心（ThaBarWa Centre）收容約一萬五千名

老弱貧病者，然而因經費及人力有限，加上收容空間不足，無法

依住民的身體狀況，提供適當的安置處所與充足的醫療資源。緬

甸慈濟人醫會成員及志工帶動當地醫護人員，自2月起展開義診

與關懷，協助提供醫療照護，然而有感於改善住民生活環境，做

好疾病管控為當務之急，遂與花蓮本會商討後，於6月上旬結合

臺灣、馬來西亞兩地慈濟志工及慈濟醫院醫療團隊，進行實地評

估、規劃。

緬甸丹茵鎮自然禪修

中心收容眾多老弱病

殘與臨終病人，但由

於經費、人力有限，

收容空間不足且部分

安置區年久失修，

住民生活環境亟待改

善。攝影／黃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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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以環境改善及協助結核病篩檢作為首要援助項目，獲得禪修

中心創辦人鄔歐達瑪達喇法師支持，並撥出土地作為搭建隔離處

所之用。慈濟馬來西亞分會簡易屋營建團隊自2016年起，即不定

期跨國至緬甸偏鄉搭建簡易教室，此次也承擔起援建任務，於6

月24日啟動工程，截至9月上旬，共完成四間簡易屋，陸續交由

禪修中心安排新收容的男眾，以及罹患開放性結核、愛滋及精神

疾病的住民入住。工程期間，慈濟志工亦帶動禪修中心人員與來

自瑞那滾、德巴及四秉滾等農村的社區志工參與，一方面傳承工

法，一方面也凝聚鄰里互助的力量。

 ◆ 2018.06.24 澳洲黃金海岸慈濟志工於伊普市（Ipswich）進行每三個月一次的

食物發放，此次結合浴佛活動，邀請照顧戶一同參與。

 ◆ 2018.06.25 慈濟基金會援助位在尼泊爾喜馬拉雅山的中華貝瑪桑巴瓦學校，

本日捐贈一百八十條毛毯及三百條圍巾，交付「貝諾法王臺南白

玉佛法中心」，由其轉送該校。

 ◆ 2018.06.25 中國大陸江蘇昆山慈濟志工為關愛社區長者，於慈濟昆山聯絡處

開辦智慧學堂，讓長者相聚一起學習，增進人際互動及活絡身

體。第一期課程於4月23日開課，本日舉辦圓緣活動。

 ◆ 2018.06.26 慈濟基金會與彰化縣衛生局合作，於彰化靜思堂成立「長照

2.0──C級巷弄長照站」，本日揭牌啟動，固定每週二、三為社

區長者提供家訪、健康促進課程、共餐等服務。

 ◆ 2018.06.26 花蓮火車站前站一家機車出租行發生火災，店內機車全毀。慈濟

志工前往關懷，並致贈慰問金。

 ◆ 2018.06.26 慈濟雲林聯絡處長照C級據點開課，共四十五位長者參加。據點

課程包含手語團康、氣功、音樂、環保等內容，於每週一至週五

早上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三時三十分進行。

8月15日，緬甸自然禪修

中心十二位住民搬遷至

簡易屋。慈濟志工事先

為住民添購新床、櫥櫃

及生活用品，當天亦協

助搬運個人物品，陪伴

他們歡喜入住。圖片／

慈濟緬甸聯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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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27 美國北加州雷克縣（Lake County）6月下旬發生林火，慈濟尤開

雅聯絡點志工於27日前往庇護所關懷災民，並送上毛毯、睡袋、

枕頭、盥洗用品等物資；7月7日發放現值卡，幫助六戶災民。

 ◆ 2018.06.27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一家機車行27日發生火災，並波及鄰

近住家、店面。慈濟志工27至29日前往關懷受災戶，並致送慰

問金。 

 ◆ 2018.06.28 臺中市清水區公正路一間民宅發生火災，造成一人受傷送醫。慈

濟志工前往醫院關懷，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6.28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一家機車行28日發生火災且延燒多戶鄰居，

慈濟志工獲知後，前往現場為警消人員供應礦泉水及麵包，並關

懷受災戶狀況；29日再度前往關懷，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6.30 慈濟美國芝加哥分會舉行獎學金頒獎典禮，共有九位獲獎，其中

有八位出席領獎。

 ◆ 2018.06.30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於青草巷霹靂路哈欣雅清真寺，為當地救難隊

搭建社區拯救中心，並提供兩艘救生艇、二十件救生衣、救生

圈、安全帽及手電筒等裝備，於本日移交。

 ◆ 2018.06.30 宜蘭縣蘇澳鎮一輛清潔隊垃圾車29日在昆明路執勤時，發生後車

斗爆炸意外。慈濟志工30日前往羅東聖母醫院關懷傷者，並致送

慰問金；另走訪十三戶受波及住家，致送壓驚祝福禮。

七月

 ◆ 2018.07.01 美屬波多黎各於2017年10月遭受瑪莉亞颶風重創，部分災民移居

至美國本土各城市。芝加哥慈濟志工獲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

（FEMA）認同並取得受災名冊，本日於西班牙裔社服機構卡薩

中心（CASA Central）進行現值卡發放，幫助一百三十七戶。

 ◆ 2018.07.03 慈濟加拿大北多倫多聯絡點每季捐贈五十份生活用品予約克郡

家暴婦女中心（Yellow Brick House），志工本日將第三季物資分

送該中心設於萬錦市（Markham）及奧羅拉市（Aurora）的庇護

所，並協助打掃萬錦市庇護所。

 ◆ 2018.07.03 臺中市南屯區二十三位慈濟志工前往中和里，為居家關懷戶林女

士清掃家園，並重新粉刷屋牆。案主獨力照顧三十歲、有身心多

重障礙的兒子多年，無力整理住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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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7.03 慈濟西螺聯絡處「長照2.0─C級巷弄長照站」首次使用「福慧

佛珠」，佛珠可以與使用者的健保卡線上系統配對，記錄長者的

血壓、身高、體重等生理資料，再上傳至大林慈濟醫院，作為日

後就診時的參考。  

 ◆ 2018.07.05 慈濟基金會與彰化縣衛生局衛生局合作，於員林聯絡處成立「長

照2.0─C級巷弄長照站」，本日揭牌啟動，固定每週四為社區

長者提供家訪、健康促進課程、共餐等服務。 

 ◆ 2018.07.06 臺灣吳姓夫婦至加拿大旅遊，吳先生卻因病送醫開刀，慈濟多倫

多支會6日接獲求助電話，志工隨即前往醫院陪伴，協助處理就

醫相關事務，並持續關懷至二人返家。

 ◆ 2018.07.07 北區慈濟志工推行慈善關懷戶子女培力計畫，7月7日至8月12日

陸續在雙和聯絡處、板橋園區、三重園區，為案家小學生舉辦

「生活小達人」營隊，以提升孩子生活自理、自我保護及簡易金

錢管理概念；首場有三十位學員參加。

 ◆ 2018.07.07 美國西雅圖慈濟志工前往華盛頓州連頓湖公園（Lake Sammamish 

State Park），參與「多元文化家庭支援中心（Open Doors for 

Multicultural Families）」組織舉辦的戶外活動，陪伴身心障礙者

體驗騎單車、划船等各項活動。

 ◆ 2018.07.07 中國大陸福建省泉州市安溪縣愛無界公益協會向慈濟基金會求援

物資，經廈門慈濟志工前往該協會了解需求，本日致贈衣鞋及學

用品予十三位貧困孩童，並向他們分享環保知識。

 ◆ 2018.07.08 中國大陸海南慈濟志工至海口市社會福利院進行一個月一次的關

懷活動，為長者量血壓、話家常，並帶動團康，與住民同樂。

 ◆ 2018.07.08 中國大陸湖北武漢慈濟志工在華中科技大學老師的陪同下，進行

助學金新增學生的初勘評估及家訪，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

志工透過洗米的過

程，引導小學員學習

珍惜食物，同時也能

感受到長輩準備三餐

的辛苦。攝影／黃曾

幼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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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7.08 中國大陸廣西慈濟志工至柳州市柳城縣古砦 佬族鄉進行冬令

發放初勘，為提報的貧困家庭入戶家訪，關懷及了解他們的生

活狀況。

 ◆ 2018.07.08 日本中、西部地區因連日豪雨，發生土石流、河川潰堤等嚴重災

情。慈濟日本分會啟動急難關懷，8至10日由關西地區慈濟志工

就近前往京都市、岡山縣倉敷市勘災，並探訪倉敷市真備町二万

小學、岡田小學及 小學等三處避難所。真備町因河流潰堤，全

町約四千六百棟房屋浸水，雖積水已退，但毀損狀況嚴重，災民

短時間內無法回家。慈濟志工考量各避難所乾糧、日用品等援助

物資充足，決定以熱食供餐為援助重點，經由二万地區社區推進

協會安排，自12日起在二万小學避難所展開服務。

  此次援助團隊以關西慈濟志工為主力，關東慈濟志工支援，為

鄉親提供午、晚餐之餘，並協助整理物資、打掃環境，同時也

聆聽鄉親的心聲。15日，志工藉著陪伴受災鄉親回家拿東西的

機會，前往受災最嚴重的坪田社區，了解災後復原的情形。當

地鄉親已動員起來清掃家園，但因水壓太小，加上電力尚未恢

復，無法使用高壓水槍來清洗積累的汙泥。慈濟志工得知鄉親

急需發電機後，於隔天捐贈兩部發電機，讓居民輪流使用，以

加快清掃的速度。

  慈濟的熱食服務於20日告一段落，累計供應二千多人份。慈濟志

工對鄉親的關懷，不因此而畫下句點，8月在接獲倉敷市教育委

員會的求助訊息後，為真備町箭田小學等四所受災學校，提供

五百四十二套圍裙及帽子，讓學生在分發午餐時穿戴，以減輕家

長的經濟負擔。10月27至29日，志工一行六人再次前往真備町，

在當地志工陪同下，關懷安身在組合屋的鄉親。

東京及關西地區慈濟

志工馳援西日本豪雨

災民，前往岡山縣倉

敷市為鄉親提供熱食

服務。田村奶奶（右

一）感動志工們大老

遠前來關懷，忍不住

掉淚。攝影／蘇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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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7.09 慈濟基金會9日八時三十分於花蓮靜思精舍成立瑪莉亞颱風防災

協調總指揮中心，由副執行長劉效成擔任召集人，並召開首次備

災會議，啟動防救災物資籌備。此後，宜蘭、中區、北區、桃

園、南投、苗栗、新竹、花蓮、彰化及港區等慈濟合心區亦相繼

成立防災協調中心。  

 ◆ 2018.07.09 泰國普吉島5日發生觀光船翻覆意外，造成逾四十位中國大陸遊

客罹難。曼谷慈濟志工9日前往普吉島展開關懷行動，於哥西維

含寺（Wat Kosit Wihan Temple）的宗教儀式支持中心，膚慰罹難

者家屬並協助翻譯。

 ◆ 2018.07.09 慈濟基金會於瑪莉亞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後，首次受

邀派員進駐中心參與情資研判會議暨工作會報，直至中心轉為二

級。慈濟平時積極參與各縣市政府防災演習，加上原進駐單位紅

十字會未再參與，故受邀進駐中心。 

 ◆ 2018.07.11 彰化縣竹塘鄉9日發生小學生落水溺斃意外，慈濟志工11日前往

案家關懷往生者家屬，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7.11 瑪莉亞颱風逐漸遠離臺灣，未造成嚴重災損，中央氣象局於十一

時三十分解除瑪莉亞颱風陸上警報，慈濟各防災協調中心亦陸續

解編。

 ◆ 2018.07.12 中國大陸四川省雨季期間，發生多次大雨、暴雨，造成部分城市

發生洪水、土石流災害，而慈濟成都大愛感恩環保科技園區的所

在地成都市金堂縣，亦遭受沱江流域氾濫成災。其中，淮口鎮

老城區受災嚴重，沿岸商家、民宅遭泥水入侵；7月12日雨勢趨

緩，街道積水退去，當地政府通知上街清理，慈濟志工與大愛感

恩職工即備妥茶水、工具投入清淤工作。14日適逢華西地區見習

志工培訓研習課，更將靜態課程內容調整為清淤、打掃等動態課

程，為鄉親付出一分心力。

間歇性暴雨引發四川

省部分城市淹水，慈

濟志工投入金堂縣淮

口鎮老城區街道的清

掃工作，志工使用廢

木料製作工具，讓清

淤更省力、有效率。

攝影／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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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掃工作即將告一段落時，志工接獲德陽市什邡市長請求協助

安置點的救援物資，經緊急勘查及準備，於15日運送淨斯多功能

折疊床（福慧床）二百個、環保毛毯五百條至湔氐鎮，再分送到

湔氐、洛水、鎣華、紅白及冰川等鎮七個安置點，改善避難鄉親

睡在潮濕地面的困境，而能安心休息。

  一場大雨，又使毗河溢流，河水退去後，留下高於腳踝深度的淤

泥；18日慈濟志工與鄉親、志願者共同在耍都地區街道、岸邊進

行清掃。志工看著路面由泥濘恢復乾淨，即使做得汗流浹背，內

心卻是充滿歡喜。慈濟在金堂縣的清掃工作自12至18日，共投入

三百一十一人次。

 ◆ 2018.07.12 慈濟基金會與臺東縣政府簽訂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捐贈

協議書，致贈三百六十張福慧床予縣政府，作為社區避難收容所

使用。

 ◆ 2018.07.14 慈濟美國總會大愛蔬果車於威明頓慈濟社區門診中心，為低收

入戶發放新鮮蔬果、大米、麥片等食物；門診中心亦提供義診

服務。

 ◆ 2018.07.14 中國大陸福建漳州、廈門及廣西南寧三地慈濟志工接力，陪伴福

建省漳州市南靖縣王姓助學生與父親，搭機前往廣西省南寧市三

○三醫院辦理住院，進行腎臟移植手術。

 ◆ 2018.07.15 慈濟阿根廷聯絡處於安德列理歐斯省（Entre Rios）依維奎鎮

（Ibicuy）進行冬令發放，為弱勢家庭發放毛毯、衣物及鞋子，

共幫助五十九戶。

 ◆ 2018.07.15 慈濟南非約堡聯絡處於15、29日分別在約翰尼斯堡普林洛斯

（Primrose）及普多利亞的模依波拉絲（Mooiplaas），進行冬令

發放，為三千八百三十七戶貧民發放大米、鞋子及洗衣皂等物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

博文（右）與臺東縣

長黃健庭（左）簽訂

捐贈協議書。攝影／

陳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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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另於26日前往艾伯特盧圖利小學（Chief Albert John Luthuli 

Primary School），為一千五百七十九名學生發放大米、洗衣皂及

文具。

 ◆ 2018.07.15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前往聖奧古斯汀老人院（Hogar de Anciano 

San Agustin），陪伴長者聊天、唱歌、做復健，並捐贈藥品、蔬

果及清潔用品。

 ◆ 2018.07.15 荷屬聖馬丁慈濟志工於15、22日分別在珊瑚礁灣社區與慈濟聯絡

點，發放臺灣援外大米，共發放六百八十包。

 ◆ 2018.07.16 慈濟基金會援助菲律賓馬拉威（Marawi）內戰災民，於南拉瑙省

（Lanao del Sur province）搭建四百間簡易屋，是日於慈濟菲律賓

分會與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菲律賓國家住房管理局、

南拉瑙省政府及馬拉威重建委員會等單位，簽訂合作備忘錄。

 ◆ 2018.07.21 慈濟紐西蘭分會志工前往南奧克蘭市歐塔拉區（Otara），關懷由

社工提報的兩戶薩摩亞裔低收入家庭，捐贈床、床墊等物資。

 ◆ 2018.07.21 慈濟基金會與中國大陸江蘇省少年兒童基金會共同發起「同心圓

兒童關懷計畫」，在泗陽婦聯支持下，提供首批孤兒名單。志工

於21、22日，為九戶家庭的十個孩子進行家訪與團康互動，透

過精心設計的活動內容，拉近與孩子的距離，並讓他們體會愛

的溫暖。

  來自上海、南京的三十九個慈濟志工及實業家家庭組成的慈濟關

懷團隊於21日抵達泗陽市，在泗陽婦聯的工作人員陪同下進行家

訪。十個孩子的年齡不同，性格也差異很大，相同的是每個孩子

都讓志工心疼不已，深感困苦的家庭環境不僅是需要金錢的幫

助，更需要情感上的關懷引導。

  家訪後至隔日活動，志工與孩子在市民活動中心進行破冰遊戲、

慈濟志工進行同心圓

兒童關懷計畫，邀請

孩子參與關愛活動，

志工與孩子組成愛心

家庭，利用手邊的材

料，為自己的家庭設

計宣傳海報。攝影／

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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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海報製作、包水餃等活動。泗陽婦聯主席劉青抽空探望時表

示這個活動效果非常好，這就是孩子現在最需要的情感陪伴。

  此計畫的進行方式，規劃具有實業家身份的志工家庭認養一名孤

兒，每三個家庭為一小組，實業家家庭成員定期與孩子互動，搭

配當地志工接力日常的關懷。經由長期及綿密的陪伴，播下一粒

善種子，為孩子的成長期添加一份家的溫暖。

 ◆ 2018.07.22 委內瑞拉慈濟志工舉辦第十五次發放活動，為卡貝拉小學

（Cabrera）及玻利瓦爾小學（Escaula Primaria Bolivariana）共

二十八位清寒學生，發放蕃茄醬、麵粉、通心粉及牛奶，並為八

位本土社區志工送上麵包、通心粉。

 ◆ 2018.07.23 慈濟基金會第二年與約旦哈希米慈善組織（Jordan Hashemite 

Charity Organization）合作，推動塔拉博特社區中心（Tarabot 

Community Center）專案，包括資助馬夫拉克難民進修中心租

金、安曼歐菈中小學（Aloula Jordanian School）助學金，以及共

同為約旦及敘利亞家庭提供慈善、醫療及教育方面援助。本日在

約旦哈山親王見證下，由執行長顏博文與哈希米組織秘書長代表

簽訂合作協議書。

 ◆ 2018.07.23 慈濟南非雷地史密斯聯絡點於23、24日舉辦三場冬令發放，幫助

溫布瓦尼（Umbulwane）、瑪斯協威尼（Emashislweni）社區的

貧戶，以及雷地史密斯中學（Ladysmith Secondary School）的清

寒學生，共計一千零五十戶，發放物資包括臺灣援外大米、洗衣

皂及鞋子。

 ◆ 2018.07.27 德國慈濟志工前往塞爾維亞歐普難民營關懷，捐贈一部電腦及五

臺電視並安裝於餐廳，提供難民於用餐時間收看節目。

 ◆ 2018.07.28 新北市三重慈濟志工為新芽課輔班學員舉辦臺北市北投區戶外教

慈濟基金會與約旦哈

希米慈善組織攜手，

援助約旦及敘利亞家

庭，雙方於塔拉博特

社區中心簽訂第二年

合作協議書。攝影／

詹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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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安排捷運新北投站、地熱谷、梅庭、市立圖書館分館、凱達

格蘭文化館等參觀行程，共十五位學員及志工參加。

 ◆ 2018.07.28 寮國阿速坡省（Attapeu）一座興建中的水壩23日發生坍塌，蓄

水傾瀉而下影響下游多個村莊，造成六千多人受災，一千多人失

踪。泰國慈濟志工於28、29日進行首次勘災。

 ◆ 2018.07.29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縣6日發生林火，慈濟志工前往勘災後，於7月 

29日發放現值卡及毛毯。

 ◆ 2018.07.29 美國夏威夷可愛島（Kauai）於4月間因暴雨發生水災，慈濟夏威

夷分會於7月29日在哈納萊伊小學（Hanalei Elementary School）發

放現值卡、圍巾及香積飯等物資，共幫助五十九戶災民。

 ◆ 2018.07.29 智利希望幼兒收容所（Hogar Esperanza）為基督教慈善組織，專

門安置遭遺棄或家暴的幼童，然經費拮据需要外界援助。聖地牙

哥慈濟志工接獲社區志工通報後，於本日送上食品等生活物資，

並與院童互動。

 ◆ 2018.07.29 中國大陸廣東廣州、佛山、肇慶、湛江四地慈濟志工於肇慶市廣

寧古水洲仔鎮進行冬令發放初勘、入戶訪視關懷工作。

 ◆ 2018.07.29 中國大陸慈濟蘇州志業園區舉辦「紅豆杉的愛」暑期課輔營親子

日活動，在志工的引導下，讓參與的家長與孩子有交心的機會，

增進情感的交流。

 ◆ 2018.07.29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進行每月一次的慈善日活動，分組至

同安、海滄、翔安等區個案家中訪視，關懷他們的生活狀況；訪

視後相聚交流個案記錄及心得。

 ◆ 2018.07.29 中國大陸廣西慈濟志工新增助學學校柳江中學，本日至柳州市對

提報的學生進行首次訪視，志工分成十七組入戶訪視九十一人，

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及生活情形。

 ◆ 2018.07.30 慈濟菲律賓分會技職訓練計畫第一期加工機械操作班，於本日舉

行結業典禮，有十四位學員完成實習獲頒證書。

 ◆ 2018.07.31 印尼龍目島（Lombok）於7月29日發生芮氏規模6.4地震，導致人

員傷亡，超過五千間房屋毀損，一萬多人流離失所。雅加達慈濟

志工於7月31日、8月1日勘災，並分別前往收容所、醫院關懷傷

者，為四十六人發放祝福金。

 ◆ 2018.07.31 慈濟基金會為臺東縣大武鄉愛國蒲部落援建永續社區，協助居民

遷離土石流潛勢溪流危險區，共建四十七戶雙併鋼構綠建材永久

住宅，本日舉行啟用典禮，由基金會副執行長劉效成、臺東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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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健庭、永續社區管理委員會主委林正義，簽訂三方贈房契約，

約一百五十位縣府人員、鄉親與志工到場見證。

八月

 ◆ 2018.08.01 加拿大列治文慈濟志工捐贈加幣二萬元予列治文醫院基金會，協

助該院添購「心臟除顫器」。

 ◆ 2018.08.02 美國北加州卡爾大火（Carr fire）於7月23日開始延燒，波及雷

丁市（Redding）及附近地區。慈濟北加州分會於8月2日展開勘

災，並於沙斯塔高中（Shasta High School）的社區援助中心設

點，接受災民登記求助，發放現值卡，至30日止幫助逾二百戶。

 ◆ 2018.08.05 委內瑞拉慈濟志工於自家商店進行第十六次物資發放，幫助

三十三位老弱病殘者及十位本土志工。

 ◆ 2018.08.05 中國大陸廣西慈濟志工於南寧市武鳴區鑼圩鎮進行冬令發放初勘

活動，志工分為二十一組訪視貧困家庭一百九十七戶，了解生活

狀況與需求。

 ◆ 2018.08.07 印尼龍目島（Lombok）於7月29日發生強震後，8月5日再度發生

芮氏規模7地震，造成數千棟房屋倒塌，逾二萬人被安置於戶外

的避難所。印尼慈濟志工與慈濟人醫會醫療人員組成賑災團隊，

7日搭乘軍機前往龍目島，於8至11日進行勘災、發放與義診。

 ◆ 2018.08.09 瓜地馬拉慈濟志工經社福人員引介，得知聖米格市（S a n 

Miguel Petapa）黃金歲月照護中心（Centro de Atención Mis Años 

Dorados）因經費短缺需外界援助，於本日前往關懷院民並送上

毛巾、香皂及餅乾等生活物資。

 ◆ 2018.08.09 慈濟基金會結合臺北慈濟醫院資源，於新北市板橋、雙和、新

店、三重及蘆洲等五處靜思堂，成立社區關懷據點，為在地長者

提供共餐、健康促進課程等服務，本日於板橋靜思堂舉辦聯合揭

牌儀式。

 ◆ 2018.08.10 慈濟基金會馳援寮國阿速坡省（At tapeu）水壩崩塌事故災

民，由臺灣、泰國等地慈濟志工及職工共二十三人組成勘

災團，於10日起展開第二波勘災行動，前往重災區薩南塞縣

（Sanamxay）各收容中心關懷災民，並評估物資發放、義診及

中長期各項援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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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11 菲律賓呂宋島大馬尼拉地區受西南季風影響，自11日上午起大雨

不斷，造成馬利僅那市（Marikina）、計順市（Quezon）、仙範

市（San Juan）及黎剎省（Rizal）聖馬刁鎮（San Mateo）等地淹

水，尤其以馬利僅那河沿岸受到河水溢流影響，災情更為嚴重。

慈濟菲律賓分會展開關懷行動，11、12日沿著馬利僅那河受災地

區，逐一前往各收容中心，發放麵包、衣物、毛毯及衛生用品等

物資，另外也將物資送往仙範市體育場，分送給避難災民。

  慈濟志工連日勘災後，自16日起分別在聖馬刁鎮巴拿巴里

（Banaba），以及馬利僅那市的囊卡里（Nangka）、馬蘭代

里（Malanday）、杜馬那里（Tumana）進行以工代賑，帶動

鄉親清掃環境，並獲兩地政府單位支持，動員警消人員與大

型機具，協助清掃及清運垃圾。以工代賑至19日結束，共計

有三千六百九十四人次投入，每人每日可獲得菲幣八百元的

代賑金。

 ◆ 2018.08.12 智利慈濟志工於康塞普西翁市（Concepcion）進行機構援助，包

括幫阿勒斯學校（Colegio Alerce）蓋遮雨走廊、幫能為且看護者

協會（Agrupación Cuidadores Newenche）提供監控錄影鏡頭，以

及為比拉米雷社區協會（Agrupacion Comunitario Piramide）提供

物資補助，於本日舉行捐贈儀式。

 ◆ 2018.08.12 美國加州河濱縣（Riverside County）於7月下旬發生森林大火，

慈濟美國總會志工前往嚴重受災的愛德懷區（Idyllwild）勘災

後，於本日為災民發放現值卡及清潔用品。

 ◆ 2018.08.12 中國大陸重慶慈濟志工於2018年8月12日至大渡口區與長征學校

的老師會合，以十條動線分別至六十二戶受助學生家中探訪，

關心他們的學習情形與生活狀況，並送上靜思語、慈濟月刊及

菲律賓大馬尼拉地區

8月上旬大雨成災，

慈濟菲律賓分會啟動

以工代賑，邀請鄉親

清掃環境，盡快恢復

市容。攝影／Jamaica 

D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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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斯穀粉等結緣品，此次初訪是當地志工深耕慈善的初次獨力

承擔展現。

  有了初訪後，志工評估給予助學或家庭生活的補助援助，並與

校方協商合作，於10月26日頒發新芽獎助學金，鼓勵孩子認真學

習；活動中，志工活絡地與孩子互動，並分享環保知識，最後送

上助學金，更以深深的擁抱祝福孩子健康快樂的成長。

  隨著冬令時節的來臨，志工準備大米、食用油、棉被、環保毛

毯及生活包等物資，2019年1月4日於該校進行首次的寒冬送暖活

動，為生活困難的五十二戶家庭送上過冬的禦寒物資，讓他們歡

喜過好年。活動中，大渡口區教委副主任沈維安致詞時表示，感

受到面帶笑容的慈濟志工與一般人的不同，秉持著因幫助別人而

快樂的情懷，付出無所求。同時鼓勵現場的孩子們，要常存感激

之心，學習慈濟的大愛精神。

  重慶慈濟志工多年來相互學習，因沈維安副主任的認同，從引薦

個案關懷開始，進而承擔長征學校的助學家訪及寒冬送暖，關懷

鄉親生活，陪伴孩子成長，種下善種子；並將愛心擴大，在重慶

地區深耕慈善工作。

 ◆ 2018.08.13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附設護理之家凌晨四時許發生火災，造成

十四人死亡。慈濟志工五時四十分到場了解可協力事項，八時

三十分於醫院內、外成立服務中心，供應茶水、餐點，並動員逾

二百人清掃受波及樓層，以及前往十一家收治傷者的醫院關懷受

災者和家屬，同時致送慰問金。

 ◆ 2018.08.13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哈維颶風災後永續關懷團隊，13日前往華頓市

（Wharton）道森社區服務中心，為貧困受災戶的孩童發放學用

品，幫助九十八人；16日前往迪金森市（Dickinson）聖萊昂小學

重慶慈濟志工首次為

長征學校貧困學生頒

發獎助學金，一個深

情擁抱，更讓孩子感

受到來自社會的溫暖

與愛。攝影／汪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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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Leon Elementary School），發放一百五十份學用品予貧困

學生。

 ◆ 2018.08.13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持續關懷2017年聖塔羅莎（Santa Rosa）林

火災民，是日邀請「旅程終點活動屋區（Journey's End Mobile 

Home Park）」的受災戶至會所共聚，關懷他們的生活狀況。

 ◆ 2018.08.14 南非雷地史密斯慈濟志工於14、15日先後前往庫瓦達米尼

（Kwadamini）、恩路麻祐（Emhlumayo）進行冬令發放，為

七百戶貧困居民送上大米、洗衣皂、鞋子、帽子及襪子等物資。

 ◆ 2018.08.14 慈濟志工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火災後續關懷，14日

前往林口長庚醫院、亞東醫院膚慰傷者和家屬，並致送慰問金；

15日前往臺北醫院五至七樓進行愛灑，致送平安米、平安吊飾予

住院病人、家屬及護理人員。

 ◆ 2018.08.15 中國大陸廣東省信宜市11日因強降雨而引發水災，待雨勢和緩、

路況好轉，信宜慈濟志工15日前往災區新寶鎮勘災；16日於該鎮

中心小學安置點發放枕頭、毛巾、牙刷等日常生活用品，並帶動

災民清掃公共區域及資源回收。

 ◆ 2018.08.15 中國大陸四川、青海及甘肅慈濟志工齊聚甘肅省靖遠縣，15至19

日進行十七個鄉鎮共一百一十八位新提報受助學生的家訪工作。

 ◆ 2018.08.16 美國德州嘉倫市（Garland）萊爾斯中學（Lyles Middle School）

學生家庭環境普遍欠佳，慈濟達拉斯分會接獲校方請求協助，於

本日前往發放九百件制服。

 ◆ 2018.08.21 柬埔寨特本克蒙省（Tbong Khmum）湄公河流域沿岸，受雨季豪

雨及寮國水壩潰堤影響水位高漲而淹水。慈濟志工21日前往該省

特本克蒙縣勘災，得知部分村落已淹水一個多月，不捨鄉親飽受

水患之苦，緊急採購二百條麵包發放，分送給鄉親。

衛福部臺北醫院附設護

理之家火災，讓護理人

員也飽受驚嚇，慈濟志

工在慰訪時，感恩她們

平日的辛勞，以及對病

患的盡心付出。攝影／

黃筱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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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志工多次勘災、評估後，於9月14日與當地政府合作進行發

放。淹水水位遲遲不退，發放現場僅有一條聯外道路尚可通行，

周圍地區仍泡在水中，許多災民仍得依靠船隻進出。慈濟提供每

戶四十公斤大米、一箱素麵及兩條麵包，讓災民暫時度過眼前難

關，共幫助二千二百五十五戶。

 ◆ 2018.08.23 臺灣於23至29日期間接連受熱帶低氣壓與西南氣流影響，降下致

災性雨量，在桃園、臺中、南投、雲林、嘉義（縣、市）、臺

南、高雄及屏東等九縣市，造成一千五百七十二處積淹水災情，

傷亡和失蹤計一百五十七人，累計疏散撤離八千四百九十二人，

農損逾八億七千萬元，是為「0823熱帶低壓水災」。慈濟花蓮本

會於下午三時成立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由副執行長劉效成擔任

召集人。

 ◆ 2018.08.24 慈濟臺南分會成立「0823熱帶低壓水災」合心防災協調中心，由

志工張文郎擔任召集人。因多數積淹水地區尚未消退，援助行動

以送餐為主，由志工涉水，為七股、西港、學甲、北門、麻豆等

十區逾二十五里的受災鄉親發放早、午餐。

 ◆ 2018.08.24 慈濟嘉義聯絡處備災物資不足以應付「0823熱帶低壓水災」賑

災所需，雲林、臺南兩地共支援環保碗二千五百個、環保筷

八百六十雙、環保毛毯二百條、十公斤裝香積飯二十箱；25日，

高雄分會亦提供環保碗一萬個、香積飯三十箱。

 ◆ 2018.08.24 慈濟嘉義聯絡處成立「0823熱帶低壓水災」合心防災協調中心，

由志工王壽榮擔任召集人。因多數積淹水地區尚未消退，援助行

動以送餐為主，由志工涉水，為太保市、布袋鎮、溪口鄉、東石

鄉等地的受災鄉親發放早、午餐；另為部份收容所提供淨斯多功

能折疊床（福慧床）、毛毯與生活包。 

柬埔寨慈濟志工至特

本克蒙縣勘查水患災

情，得知當地已淹水

月餘，臨時採購麵

包，緊急發放給受災

鄉親。攝影／潘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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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25 「0823熱帶低壓水災」嘉義慈濟志工援助行動，於已退水的新港

鄉埤子村、溪口鄉美南村啟動安心關懷，探視鄉親狀況，並致送

安心祝福禮；另持續發送便當與生活物資，並結合慈濟人醫會、

大林慈濟醫院醫護團隊，為災戶居家往診。

 ◆ 2018.08.25 慈濟「0823熱帶低壓水災」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24日自大愛感恩

科技公司調度防穿刺鞋墊與防割手套，25日分別送抵嘉義聯絡處

與臺南分會，投入賑災工作使用；此為兩項慈悲科技發明完成

後，首次應用在賑災中。

 ◆ 2018.08.25 慈濟基金會馳援寮國阿速坡省（Attapeu）水壩崩塌事故災民，第

二梯次賑災團五位先遣人員於25日由臺灣出發前往寮國，其餘成

員於28、31日分別由臺灣、泰國前往寮國會合。在此期間，先遣

人員於距離薩南塞縣（Sanamxay）縣政府約十二公里的帕踏灣村

（Baan Tha One）組裝淨水設備，為村民提供飲用水。

 ◆ 2018.08.25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關懷單親媽媽也禮（Edit）一家，除協助

改善浴室設施並捐贈一部高背輪椅，方便也禮照顧有多重障礙的

女兒卡倫（Karen）。

 ◆ 2018.08.26 「0823熱帶低壓水災」臺南慈濟志工啟動安心關懷，家訪麻豆、

新營、七股、學甲等四區四里的鄉親；嘉義志工持續發放便當、

生活物資，亦在太保市、布袋鎮和義竹鄉進行安心關懷。此次除

安心祝福禮，也致送慰問金及慈濟慈善物資卡，為物資卡首次運

用在臺灣的賑災發放。

 ◆ 2018.08.26 中國大陸雲南昆明慈濟志工至安寧市螺絲塘麻瘋病院，進行定期

關懷，帶動長者團康，開心互動。

 ◆ 2018.08.27 雲林縣斗六市慈濟環保惜福屋整理一百五十件衣物，送至嘉義縣

東石鄉代天府，提供「0823熱帶低壓水災」避難鄉親換洗，讓回

收衣物再度發揮良能。

 ◆ 2018.08.28 「0823熱帶低壓水災」的災害尚未結束，又逢「0827西南氣流」

帶來強降雨，造成高雄、屏東等地逾三百處積淹水災情。慈濟高

雄分會本日成立合心防災協調中心，啟動賑災機制，由志工潘機

利擔任召集人。

 ◆ 2018.08.29 臺南慈濟志工進行「0823熱帶低壓水災」鹽水區、下營區安心關

懷，途中主動向歡雅國小確認清掃需求，並為該校清除校園垃圾。

 ◆ 2018.08.29 慈濟印尼分會龍目島地震第二梯次賑災團，於8月29日至9月2日

分別在薩姆巴利亞（Sambelia）、巴麼囊（Pemenang）、薩姆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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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Sembalun）、丹戎（Tanjung）等地，進行義診並發放衣物、

食品、帆布及棉被等物資。

 ◆ 2018.08.30 慈濟基金會寮國水患第二梯次賑災團舉行香積飯捐贈儀式，將一

點二公噸香積飯及三千組環保餐具交予薩南塞縣（Sanamxay）縣

政府，分批以直昇機送往山區收容中心濟助災民，並指導四位來

自山區的居民烹煮香積飯。

 ◆ 2018.08.30 慈濟「0823熱帶低壓水災」嘉義援助行動，志工29日於東石鄉掌

潭村為鄉親清掃家園時，獲知賑災國軍雨鞋遭異物刺破而受傷，

除安排大林慈濟醫院醫師協助包紮，並於30日致贈大愛感恩科技

公司研發的三百雙防穿刺鞋墊及二百五十雙防割手套予國軍，由

陸軍南測中心指揮官劉沛智代表接受。

九月

 ◆ 2018.09.01 「0823熱帶低壓水災」積淹水地區已全數消退，二十位靜思精舍

師父與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劉效成、熊士民，1、2日陪伴慈濟志

工，於臺南市鹽水、學甲、將軍、新營等區，以及嘉義縣布袋

鎮、東石鄉村里，進行安心關懷，撫慰鄉親並了解受災情況，以

作為後續援助參考，共走訪四千六百零二戶。

 ◆ 2018.09.01 真理大學臺南校區於「0823熱帶低壓水災」中受災嚴重，但校方

並無足夠人力在開學前完成清掃。慈濟獲知後，1、2日動員臺

北、桃園、新竹、臺中和臺南志工協助該校清掃體育館、圖書

館、餐廳等校舍。

 ◆ 2018.09.01 中國大陸廣東省連日暴雨，造成汕頭市街頭淹水，當地慈濟志工

結合福建廈門慈濟志工於1至5日進行熱食、清掃、物資發放等賑

災行動。

 ◆ 2018.09.01 慈濟基金會墨西哥關懷團與本土志工團隊，於1至6日先後在莫雷

洛斯州（Morelos）及墨西哥城（Ciudad de México），進行五場

義診及三場物資卡發放活動，另舉辦志工培訓課程與地震周年祈

福會。

 ◆ 2018.09.02 慈濟基金會寮國水患第二梯次賑災團於薩南塞縣，發放毛毯及淨

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幫助薩南塞中學、小學及幼稚園三

處收容中心，共四百九十二戶災民，另送出五十一張淨斯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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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疊床及一百一十五條毛毯，分別贈予軍隊、阿速坡省婦女聯合

會及永珍善堂。

 ◆ 2018.09.02 慈濟「0823熱帶低壓水災」賑災行動，8月23日至9月2日，共動

員志工逾萬人次，在高雄、臺南與嘉義等地，進行熱食供應、安

心關懷、義診、清掃等服務，其中供餐二萬三千七百六十八份、

安心關懷九千四百五十七戶，並致送安心祝福禮八千七百四十

份、慰問金二百六十四戶及慈善物資卡四十七戶。 

 ◆ 2018.09.03 慈濟阿根廷聯絡處於安德列理歐斯省（Entre Rios）瓜雷瓦市

（Gualeguay）進行冬令發放，為貧困家庭提供毛毯、鞋子、衣

服及玩具等物資，共幫助一百四十九戶。

 ◆ 2018.09.04 慈濟基金會與塞爾維亞難民及移民事務委員會（Republic of 

Serbia Commissariat for Refugee and Migration）簽署「文具用品合

作發放備忘錄」，志工並於4至6日分別前往克爾尼亞察、普林

斯博瓦其、阿德塞微西、基金達等四處難民營，共為孩童發放

五百三十六份文具用品。

 ◆ 2018.09.05 柬埔寨慈濟志工經柬埔寨總理青年志願醫師協會（TYDA）轉

知，磅針省斯登德隆縣部分地區受寮國水壩潰堤及雨季影響淹

水，於5日前往發放大米、泡麵及麵包，共幫助八百七十九戶。

 ◆ 2018.09.05 日本關西地區4日遭燕子颱風重創，其中關西國際機場因受損而

關閉，慈濟志工5日前往神戶機場、大阪新幹線車站，為臺灣及

中國大陸旅客提供翻譯與帶路服務，讓大家能順利轉乘。

 ◆ 2018.09.06 泰國楠府（Nan）因大雨發生洪災，慈濟泰國分會志工勘災後，

本日於溫撒縣（Wiang Sa）崗溫鎮（Klangwiang）舉辦兩場急難

救助金發放活動，依每戶人口一至三人、四人以上，分別發放

二千及三千泰銖，共幫助二百二十三戶。

 ◆ 2018.09.08 慈濟美國橙縣聯絡處與橙縣僑界關懷救助協會合作，在橙縣華僑

文教中心舉辦「急難救護及急救課程」，內容包括急難應變須

知、心肺復甦術及簡易急救等研習。

 ◆ 2018.09.08 嘉義、臺南慈濟志工為安定「0823熱帶低壓水災」受災鄉親的心

靈，8至15日於嘉義縣東石鄉及臺南市學甲區、七股區，共舉辦

九場祈福會，約八百位鄉親參加。

 ◆ 2018.09.09 來自德國、英國六位慈濟志工與葡萄牙社區志工，前往葡國中北

部唐迪拉市（Tondela）佩內多村（Penedo），關懷2017年林火受

災戶，並進行後續援助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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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9.11 美屬波多黎各於2017年9月遭受瑪莉亞颶風重創，慈濟於10月中

旬接獲美國眾議員希拉女士（Sheila Jackson Lee）來函，請求協

助波多黎各災後復原工作，然而當時慈濟正投入美國德州哈維颶

風及墨西哥地震等賑災工作，人力吃緊，無法立即進行關懷，直

至2017年年底北美急難援助告一段落後，由美國慈濟志工多次前

往波多黎各勘災，並與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紅

十字會等組織，針對災後重建，討論賑災計畫。

  9月11至15日，美國慈濟志工在柯美莉歐（Comerio）、歐羅柯

維斯（Orocovis）、聖胡安（San Juan）、拜亞孟（Bayamon）等

地，為九十五戶災民發放現值卡，另外考量當地電力供應不穩

定，也送上太陽能燈具，其中大部分受災戶由聯邦緊急事務管理

署轉介而來。

  耶誕節前夕，美國慈濟志工於12月17至22日再度前往波多黎各，

分別在歐羅柯維斯、柯美莉歐、拜亞孟、哈攸雅（Jayuya）、班

色（Ponce）等地進行發放。此次幫助對象多數為受災的老弱病

殘者，除提供現值卡、太陽能燈具之外，並增加毛毯，共發放

一百六十五戶。此外，也至聖胡安市多家老人院慰訪長者，為他

們送上毛毯。

美國慈濟志工於波多黎

各為瑪莉亞颶風災民發

放現值卡，來自臺灣的

波多黎各大學中文教授

李炳慧（右二）與學生

加入服務，以西語解說

現值卡的使用方式。攝

影／黃友彬

美國慈濟志工於波多

黎各關懷瑪莉亞颶風

災民之外，亦前往聖

胡安市多家老人院與

長者互動，並送上毛

毯。攝影／黃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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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9.13 臺東縣臺東市知本路和雲南路口發生三輛汽車追撞事故，造成一

人往生。慈濟志工前往殯儀館膚慰往生者家屬，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9.14 南投縣南投市民族路與南崗路口發生運磚拖板車衝撞二十七輛汽

機車事故，造成六人受傷，分送衛福部南投醫院及南基醫院治

療。慈濟志工前往兩院關懷傷者，並致送慰問金。

 ◆ 2018.09.14 中央氣象局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對山竹颱風發布海上警報，慈濟基

金會「山竹颱風」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下午二時於靜思精舍二級

啟動，由基金會副執行長熊士民擔任召集人，與協調、行政、總

務組成員進駐中心。

 ◆ 2018.09.14 慈濟香港分會於14日起展開山竹颱風防災關懷行動，志工除提醒

照顧戶做好防颱準備或撤離至安全處所，並前往鯉魚門體育館

為避難鄉親送上毛毯、餅乾等物資，17至19日陸續為受災鄉親打

掃、發放急難救助金。

 ◆ 2018.09.15 美國波士頓郊區13日發生天然氣管線氣爆事故，造成逾八十間房

屋毀損，尤以勞倫斯市（Lawrence）的受災範圍最大。慈濟志工

於15至19日前往災區勘災，並至庇護所關懷被撤離的居民，29日

發放現值卡等物資，共幫助一百二十五戶。

 ◆ 2018.09.15 慈濟基金會與移民署及南投縣政府合作，於慈濟南投聯絡處舉辦

「外籍移工中秋茶敘」，安排義剪、樂器演奏、政令宣導等活動

內容，約百人參加。

 ◆ 2018.09.16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受山竹颱風外圍環流影響，15日生成龍捲

風，造成二十七戶居民受災。慈濟志工16日在村長陪同下，關懷

受災較嚴重的五戶鄉親，並致送慰問金與祝福禮。

 ◆ 2018.09.16 中央氣象局15日晚間八時三十分解除山竹颱風海上警報，慈濟防

災協調總指揮中心評估整體災況及後續氣候影響，決議中心於16

志工為每位外籍移工

送上月餅，與他們分

享佳節的喜悅。攝影

／潘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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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十時撤站。 

 ◆ 2018.09.17 新北市瑞芳區大埔交流道發生遊覽車衝撞山壁事故，慈濟志工分

別前往基隆長庚醫院、汐止國泰醫院、八堵礦工醫院和衛福部基

隆醫院，關懷傷者。

 ◆ 2018.09.17 墨西哥莫雷洛斯州（Morelos）荷呼特拉市（Jojutla）及德拉奇市

（Tlaquiltenango）16日暴雨成災，慈濟本土志工於17、18日發放

五百九十三份熱食，並於22日將各界捐贈的衣物、鞋子、毛毯及

衛生用品等物資，分別發放予荷呼特拉市聖瑪利亞社區、德拉奇

市大木頭社區（Palo Grande）兩地受災戶，共幫助九十七戶。

 ◆ 2018.09.21 慈濟基金會受中國慈善聯合會邀約，參與中國大陸江西省萍鄉市

蓮花縣坊樓鎮屋場村九祖祠修繕暨鄉村振興三年計畫，運用慈濟

援建及慈善、環保等經驗，營造屋場村成為鄉村美好社區；是日

由副理事長王端正代表與當地政府簽訂協議。

 ◆ 2018.09.22 中國大陸無錫慈濟環保教育基地與大東方股份有限公司、無錫

東方潤馳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等企業，聯合舉辦「青山綠水

環保公益行」淨山活動，慈濟志工與企業員工在軍嶂古道徒步

清理垃圾。 

 ◆ 2018.09.22「紅豆杉的愛」2018年秋季課輔營自9月22日起至12月22日在蘇州

慈濟志業園區靜思堂舉行，開營儀式中，參與的孩子身著白衣藍

褲，整齊地為輔導老師及志工奉茶、奉花，戴上名牌，備好學習

用品，正式地展開營隊課程。

  這期課程，青年志工不如以往的承擔陪伴功能的隊輔，而是由哥

哥姐姐的角色轉型為青年輔導老師，讓教與學的角色更分明，營

造尊師重道及注重學習的氛圍。為能了解每個孩子的學習水準，

客製輔導重點，課程一開始即進行測試，青年輔導老師當場批

秋季課輔營於12月22日

圓緣，邀約孩子與家

長共同參與，志工以

遊戲帶動親子互動，

響起其樂融融的歡笑

聲。攝影／朱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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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向每個孩子解析錯處，親切、細緻的指導，增進彼此的信

任，提高孩子們的接受程度。

  康小朋友分享，來課輔營後，成績提高了一點，過去陪伴自己的

哥哥姐姐帶來的是開心，現在他們是青年輔導老師了，自己在這

裡上課要認真聽。周小朋友說，來這裡，是前來家裡訪視的志工

推薦的，媽媽上夜班，顧不了自己。來這裡特別開心，哥哥姐姐

們在輔導自己時，不是直接報答案，而是教解題的方法。在這裡

學習，很開心，學習不像想像中那麼可怕。

  慈濟基金會自2016年3月17日起展開「紅豆杉的愛」健康品德環

保項目，為九所民工學校學生進行健康檢查、配鏡、齲齒修補及

衛教等活動，更針對學生的學習差異進行課輔，舉行的秋季課輔

營讓孩子於每週六補強課業，及學習養成生活好習慣。

 ◆ 2018.09.22 緬甸遭逢雨季大雨接連發生水患，尤以中、南部地區災情最為嚴

重。臺灣、馬來西亞及緬甸三國慈濟志工組成勘災團，於22至25

日分別前往孟邦（Mon State）、克倫邦（Kayin State）、仰光省

（Yangon）及勃固省（Bago）訪查，評估後續援助方式。

 ◆ 2018.09.23 中國大陸上海慈濟志工前往嘉定區馬陸鎮福利院關懷，帶動團

康讓長者活絡身體，並陪伴他們完成水彩繪畫作品，歡度中秋

佳節。

 ◆ 2018.09.23 慈濟基金會本日起至11月25日在全臺舉辦二十九場新芽獎學金頒

獎典禮，共嘉惠八千五百二十八位弱勢學子。

 ◆ 2018.09.26 海地於2010年發生芮氏規模7.0強震，慈濟自災後持續關懷不斷，

有感於當地長年缺糧，從2013年起列入每年的海外糧食援助計畫

中，提供臺灣人道援外大米，除了發放給當地貧民外，也援助

教會及學校。其中，長期致力於貧困兒童及青少年教育的組織

新芽獎學金的受獎學

子雖然家境清寒，但

仍捐出點滴累積的竹

筒。攝影／林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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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PB）亦是援贈單位之一。OPEPB拉薩琳綜合學校的如濟神

父（Zucchi Olibrice），多年來為學童提供免費午餐，而這可能是

貧困孩童一整天的最主要食物，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通常只

是一杓白飯淋上勾芡汁。

  慈濟基金會7月由臺灣運送一萬六千多公斤的五穀粉前往海地，

為孩童補充營養，於9月26日委請慈濟美國總會第七十五梯次海

地關懷團，交付予OPEPB運用。五穀粉能直接沖泡飲用，也能

混在米飯裡煮食，更能製成各式糕點，運用方式多元，尤其正當

其他國家政府提供的麵粉、奶粉還未到位，五穀粉成為最佳的替

代物資，即時發揮良能。翌日，慈濟志工在OPEPB的中央廚房，

為學校師生及廚師示範以五穀粉製作穀餅，眾人試吃後都讚不絕

口。穀餅的熱量、營養足夠，又攜帶方便，可讓孩童在放假時拿

來充飢。

 ◆ 2018.09.27 加拿大素里慈濟志工第六年於蘭里市（Langley）頒發助學

金，資助弱勢家庭學生參與各項課外活動或才藝課程，此次

共有六十三位學生獲得，是日於詹姆斯希爾小學（James Hill 

Elementary School）舉辦頒贈典禮，並進行環保宣導。

 ◆ 2018.09.28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為思明區鷺江街道九十三歲的黃姓獨

居長者修繕房屋，9月28至10月1日進行清理、裝修牆壁、外牆防

水等修繕工作，改善她的居住環境。

 ◆ 2018.09.30 印尼蘇拉威西島（Sulawesi）於9月28日陸續發生芮氏規模6.1、

7.5地震，並引發海嘯，造成上千人傷亡。南蘇拉威西省錫江 

（Makassar）慈濟志工30日前往愛民醫院（RS Sayang Rakyat），

關懷由重災區中蘇拉威西省巴路市（Palu）後送至當地的傷患。

 ◆ 2018.09.30 慈濟越南聯絡處於胡志明市福平高中，舉辦第九郡助學金發放

慈濟基金會提供一萬

多公斤五穀粉予海

地O P E P B組織，為

當地孩童補充營養，

由美國慈濟志工陳健

（左四）等人代表交

付。圖片／慈濟美國

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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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自本學年度起發放次數由兩次改為一次，此次實際發放

五百四十二人。

 ◆ 2018.09.30 瓜地馬拉慈濟志工前往佩勒西亞市（Palencia）慈濟東方小學，

舉辦兒童節活動，帶動團康遊戲並致贈便當盒、水壼及蘋果，與

一百位學童同樂。

十月

 ◆ 2018.10.01 慈濟印尼分會展開蘇拉威西島（Sulawesi）地震賑災行動，

第一批勘災團隊1日由雅加達啟程前往南蘇拉威西省錫江市

（Makassar），會同當地志工至醫院關懷傷患。雅加達第二批勘

災團隊於2日抵達錫江。

 ◆ 2018.10.02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為守護偏鄉學童健康，縮減城鄉醫療差

距，於臺東關山國小舉辦「醫普童書進校園」贈書感恩會，致贈

逾三千本書籍予二十三所學校。  

 ◆ 2018.10.03 印尼蘇拉威西島地震慈濟賑災團於3日由錫江搭乘軍機飛抵重災

區巴路市（Palu），在機場為撤離民眾發放麵包，另前往維拉布

瓦娜醫院（RS Wirabuana）為傷患發放祝福金，翌日起駐紮在巴

路市卡魯納迪巴佛堂（Vihara Karuna Dipa），並以此處做為賑災

物資集散地。此外，錫江慈濟志工自3日起陸續前往當地各醫院

關懷傷者及家屬，並送上祝福金。

 ◆ 2018.10.04 慈濟基金會援助印尼蘇拉威西島地震災民，由臺灣送出一萬條毛

毯、六百三十七箱香積飯共十三公噸援助物資，於本日運抵印尼。

 ◆ 2018.10.04 彰化市大竹里彰南路一間民宅發生火災，造成一死五傷。慈濟志

工前往彰化基督教醫院、秀傳醫院關懷傷者，並致送慰問金。

 ◆ 2018.10.06 靠近美國邊境的墨西哥提娃那市（Tijuana），滯留約五、六千名

來自中南美洲國家的無證移民，然而救濟資源匱乏，急需外界

援助。美國南加州慈濟志工於9月下旬，探訪提娃那市三處庇護

所，經評估後決定每月一次前往關懷，首次活動於10月6日在明

愛會設立的庇護所發放物資。慈濟志工至當地超市採買蔬果、日

用品等生活物資，為庇護所補齊不足，也為孩子們送上玩偶及各

式文具，並協助更換戶外活動區的防水帆布，以因應即將到來的

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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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由於天氣日漸轉冷，慈濟志工11、12月前往關懷時，除持

續補充食物、日用品等生活物資以外，也送上淨斯多功能折疊床

（福慧床）與毛毯，並考量庇護所的移民來來去去，每次發放亦

會提供清潔用品包，讓他們在遷徙的過程中能打理好個人衛生。

 ◆ 2018.10.06 紐西蘭奧克蘭慈濟志工前往北岸活動中心（Auckland North Shore 

Event Centre），參與「特殊兒童遊戲日」活動，分別於遊戲區、

美食區設攤，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推廣資源回收及素食，與身心障

礙兒童同樂。

 ◆ 2018.10.06 辛巴威慈濟志工及本土志工於Retreat社區開鑿一口手動水井，讓

當地居民使用，並為居民發放淨水藥、肥皂等物資。

 ◆ 2018.10.06 印尼蘇拉威西島地震慈濟賑災團展開熱食發放，本日共計提供

一千三百份，分別送往巴路市巴拉露亞區（Balaroa）及溫達塔醫

院（Rs Undata）。

 ◆ 2018.10.06 中國大陸北京慈濟志工為門頭溝「陽光之愛」特困兒童家庭，在

神泉峽進行秋遊暨淨山活動，帶動愛護環境及團結友愛、互相幫

助的學習。

 ◆ 2018.10.07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及巴生支會，於十一個地點舉辦屠妖節發

放活動，為二百七十一戶印裔照顧戶送上過節禮包，提前歡度佳

節，另有三戶為入戶發放。

 ◆ 2018.10.08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一間民宅8日發生火災，造成一人往生。慈

濟志工8、9日前往林口長庚醫院膚慰家屬，並致送慰問金。

 ◆ 2018.10.09 印尼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ahdlatul Ulama）協同慈濟印尼分會、

印尼科研暨高等教育部、青年及體育部與多位實業家，於茂物市

（Bogor）巴隆鎮（Parung）共同興建伊斯蘭教士聯合會大學，

於本日舉行動土典禮。

美國慈濟志工前往墨

西哥提娃那市，關懷

滯留邊境的無證移

民，為他們發放食

品、日用品等生活物

資。攝影／黃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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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0.09 印尼慈濟志工援助蘇拉威西島地震災民，集結食品、衣服、睡

墊、帆布、飲用水等援助物資，自9日起至27日分別在巴路、希

吉（Sigi）及浪加拉（Donggala）等地發放。

 ◆ 2018.10.10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哈維颶風災後永續關懷團隊，前往聖提亞格公

立幼兒園（De Santiago EC/PK/K School），為八十四位無證移民

學童發放制服及毛毯。

 ◆ 2018.10.10 慈濟基金會於苗栗縣設立慈濟居家長照機構，本日開幕。未來將

配合縣政府長照中心評估與安排，為頭份、竹南、造橋、後龍等

九鄉鎮市的鄉親提供身體清潔、日常照顧及安全看視等長照服務

項目。 

 ◆ 2018.10.11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發生一起車禍，造成三人往生。慈濟

志工前往國泰醫院為往生者助念，並關懷家屬及致送慰問金。

 ◆ 2018.10.11 中國大陸雲南昆明慈濟志工於昆明市灃源路幸福家園小區訪視，

探訪弱勢家庭，關懷他們的生活狀況。

 ◆ 2018.10.12 慈濟援助緬甸7、8月間水患的受災農民，由臺灣及馬來西亞兩地

慈濟志工與職工共十九人組成發放先遣團，於本日抵達緬甸展開

前置作業，15日在仰光省卡仰鎮（Kayan）蓮花池村（Jar Gan）

進行第一場綠豆豆種發放活動，幫助逾一百八十戶。

 ◆ 2018.10.13 加拿大多倫多慈濟志工出動七十多人，前往全球醫援會

（GlobalMedic）協助打包食物袋，此項物資後續被送往敘利亞難

民營。

 ◆ 2018.10.13 菲律賓北部卡加延省（Cagayan）9月中旬遭山竹颱風（Typhoon 

Ompong）侵襲，慈濟志工於13、14日在拔高鎮（Baggao）發放

大米、毛毯及衣物，共幫助三千零八十戶災民。

 ◆ 2018.10.13 慈濟屏東九如共修處首次為樂齡班長者舉辦戶外教學活動，志工

與學員一行四十四人到高雄參訪岡山志業園區大愛環保科技館，

了解回收寶特瓶再製成毛毯的過程。  

 ◆ 2018.10.14 中國大陸廣西慈濟志工於柳江市柳江中學、南寧市馬山中學進行

新芽獎助學金頒發活動，用愛與關懷的陪伴，溫暖學生的心靈，

激勵一百零八位學生認真學習與向善。

 ◆ 2018.10.14 中國大陸蘇州慈濟志工於慈濟蘇州志業園區舉行2018學年度第

一次新芽獎助學金頒發儀式，鼓勵黃壚、東方、新滸等七校的

一百一十九名學生向善與學習。

 ◆ 2018.10.14 慈濟越南聯絡處與平陽省外事廳合作，是日為該省宜安市、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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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及北新淵縣的清寒學生發放助學金，共幫助六百一十八人。

 ◆ 2018.10.15 慈濟印尼分會為協助印尼中南部地震災區加快重建，與印尼軍方

簽署合作備忘錄，計劃於龍目島（Lombok）以及蘇拉威西島巴

路市、浪加拉縣與希吉縣援建三千間房屋。

 ◆ 2018.10.15 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一段發生車禍事故，造成一人往生。慈濟

志工前往臺北榮總醫院膚慰家屬，並致送慰問金，以及為往生

者助念。  

 ◆ 2018.10.17 臺南市西港區一間鞋業工廠發生火災，慈濟志工在現場供應麵

包、熱食及飲料，為救災人員補充體力。 

 ◆ 2018.10.17 慈濟基金會於苗栗市上苗里站前1號15樓之4成立「慈濟居家長

照機構（長照2.0──B級複合型服務中心）」，本日開幕，為三

義、公館、竹南等八個鄉鎮市的鄉親提供服務。 

 ◆ 2018.10.18 高雄市大寮區東隆紙廠發生火災，慈濟志工在現場提供礦泉水、

冰毛巾、麵包及熱食，讓警消人員補充體力。

 ◆ 2018.10.18 花蓮慈濟志工為提升宜昌慈濟社區關懷據點長者的自信心與社會

參與，邀約長者前往博愛居安廬老人長期照顧中心舉辦例行關懷

活動，約二十人參加。

 ◆ 2018.10.21 「1021鐵路事故」臺鐵第6432次自強號於宜蘭縣蘇澳鎮新馬車站

出軌，造成十八人往生、二百一十五人受傷。慈濟志工分別於羅

東聯絡處成立合心防災協調中心、新馬車站成立服務中心，為救

難人員及受傷乘客提供薑茶、熱食、環保毛毯、淨斯多功能折疊

床（福慧床）等物資，同時也前往羅東聖母醫院、博愛醫院等後

送醫院關懷；花蓮本會亦於靜思精舍成立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

協助調度跨區人力、物資等賑災資源。

 ◆ 2018.10.21 靜思精舍六位師父在結束環保志工授證活動後的回程途中，得知

宜昌慈濟社區關懷據

點的長者年紀最大的

將近九十歲，但跳起

舞來仍是活力十足。

攝影／陳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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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鐵路事故」，便駐留羅東聯絡處，與志工一起投入傷者及

往生者家屬關懷。 

 ◆ 2018.10.21 慈濟美國華府分會開辦「大愛喘息營」，於每個月第三個週日為

自閉症兒童安排感覺統合、體適能、音樂學習及職能訓練等活

動，讓家庭照顧者獲得喘息機會，首次活動有十二個家庭參加。

 ◆ 2018.10.21 馬來西亞馬六甲、麻坡、芙蓉、淡邊、居鑾、哥打丁宜及烏魯地

南等地的慈濟據點，於10月21日至11月4日進行獎助學金頒發及

屠妖節發放活動，其中獎助學金共幫助二千八百一十七人。

 ◆ 2018.10.22 慈濟阿根廷聯絡處志工每月一次於布宜諾省伊圖薩因戈 

（Ituzaingó）的聖猶大塔德奧（San Judas Tadeo）食堂，為貧困居

民發放熱食，此次服務約八十人。

 ◆ 2018.10.22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一間家具工廠發生火災，慈濟志工前往現場

了解災況，並準備礦泉水讓消防人員飲用。 

 ◆ 2018.10.22 慈濟「1021鐵路事故」援助行動，靜思精舍六位師父陪伴慈濟志

工分別前往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羅東聖母醫院、羅東博愛

醫院、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蘭陽院區及宜蘭縣立殯葬管理所（員山

福園），關懷傷者與往生者家屬，並致送慰問金；新馬車站服務

中心因應搜救工作結束，本日撤站。 

 ◆ 2018.10.23 「1021鐵路事故」十五位臺東罹難者大體於22至25日陸續送回臺

東，宜蘭慈濟志工在縣立殯葬管理所（員山福園）陪伴罹難者

親友送靈；臺東慈濟志工則於23至31日在市立殯儀館設立服務中

心，提供茶水和餐點，並陪伴罹難者親友迎靈，適時予以膚慰。

 ◆ 2018.10.23 慈濟紐西蘭分會於基督城頒發新芽助學金，幫助羅里小學

（Rowley School）、林伍德中學（Linwood College）及聖詹姆士

小學（St. James School）共十七位學生。慈濟志工亦前往迪爾塔

社區之家（Delta Community Support Trust），為低收入戶送上食

物包及生活用品，並提供熱食服務。

 ◆ 2018.10.24 宏都拉斯秋露地佳省（Choluteca）10月上旬大雨成災，慈濟志工

勘災後，於24至26日先後在馬可比雅市（Marcovia）、秋露地佳

市，為災民發放義大利麵、玉米粉、紅豆等食物及日用品，共幫

助五千零九十二戶。

 ◆ 2018.10.24 瓜地馬拉慈濟志工前往聖荷西比奴拉市（San José Pinula）、佩勒

西亞市（Palencia）進行生活物資發放，分別幫助十戶長期照顧

戶及撒瑪利諾老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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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0.24 慈濟「1021鐵路事故」花蓮本會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羅東合心

防災協調中心本日撤站，21至24日共動員一千一百一十八人次，

在新馬車站為救難人員供應熱食、環保毛毯等物資，同時前往

醫院關懷傷者、殯儀館陪伴往生者家屬，並致送慰問金；後續傷

者、罹難者家屬的關懷，轉由其所在縣市的志工承擔。 

 ◆ 2018.10.24 臺東卑南國中臺韓交流團中五位師生於「1021鐵路事故」中往

生，慈濟教育志業執行長蔡炳坤偕同慈濟志工到該校關懷受傷校

長及師生，並表達可將家庭經濟受事故影響者提報給慈濟，讓志

工予以協助。

 ◆ 2018.10.25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一間加油站24日發生加油機起火意外，造成

四人受傷。慈濟志工25日前往臺北慈濟醫院關懷傷者及家屬，並

致送慰問金。

 ◆ 2018.10.25 慈濟加拿大西多倫多聯絡處自2011年起每年捐贈物資予延齡草

醫學中心（Trillium Health Partners）香特兒診療所（Chantel’s 

Place），幫助受虐婦女及兒童，本日送上衣物、衛生用品及畫筆

等用具。

 ◆ 2018.10.25 印尼蘇拉威西島慈濟賑災團提供一批建築材料，包括六百個蹲

廁、二百包水泥、一千八百張鐵皮及兩箱鐵釘，予印尼國軍大度

拉口（Tadulako）軍支區司令部，協助軍方於避難所興建廁所。

 ◆ 2018.10.27 中國大陸陝西西安慈濟志工為助學生舉辦綠色生活營，結合新

芽獎助學金頒發及環保宣導，啟發他們的愛心，並鼓勵落實環

保生活。

 ◆ 2018.10.27 佛羅倫斯颶風（Hurricane Florence）9月中旬侵襲美國北卡羅來

納州，造成該州東部部分城市發生嚴重洪災。慈濟華府分會結

合瑞其蒙、洛麗及夏洛特等分支聯點展開援助行動。慈濟志工

佛羅倫斯颶風重創美

國北卡羅來納州部分

城市，慈濟志工前往

嚴重受災的新伯恩市

關懷，為災民送上現

值卡及證嚴上人慰問

信。攝影／蔡蕙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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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月下旬起，三度前往勘災後，於10月27、28日分別在新伯

恩市（New Bern）及蘭伯頓市（Lumberton）發放現值卡，為

五百八十一戶災民提供急難救助金。

  其中，蘭伯頓市曾在2016年遭馬修颶風肆虐，許多低收入家庭尚

在復原中，又再度遭受颶風災害，慈濟志工仍不缺席前往馳援，

此次在10月第一次發放後，得知還有受災的居民未領取到現值

卡，於11月25日再次前往發放。

 ◆ 2018.10.27 印尼蘇拉威西島地震慈濟賑災團於27日前往希吉縣巴路亞斯村

（Baluase）、邦加村發放生活物資，幫助七百八十七戶，另提供

十二箱香積飯及五百份熱食予巴路亞斯村災民。慈濟印尼分會第

一梯次蘇拉威西島地震賑災行動，於28日最後一批賑災團員返抵

雅加達後，即告一段落。

 ◆ 2018.10.27 紐西蘭奧克蘭慈濟志工前往東區巴克蘭斯海灘老人院（Bucklands 

Beach Rest Home），帶動體操並安排鋼琴演奏、老歌演唱等節

目，陪伴長者歡度週末。

 ◆ 2018.10.27 菲律賓曼達盧永市（Mandaluyong）一處社區20日發生大火，造

成一百多戶無家可歸。慈濟菲律賓分會於27日為災民發放大米、

衣服及餐具等物資，共幫助一百三十九戶。

 ◆ 2018.10.28 美國新澤西州都弗鎮（Dover）22日發生民宅火災，共四棟建築

毀損，所幸無人傷亡。慈濟新澤西分會志工勘災後，於28日在都

弗鎮社區中心為災民發放現值卡。

 ◆ 2018.10.28 加拿大慈濟志工自2002年起，於每年冬季前往素里遊民之家

（Front Room）為街友送上過冬物資，本日為第十七次冬令發放

活動，物資包括保暖外套、毛帽、手套、襪子及盥洗用品，共幫

助六十八人。

 ◆ 2018.10.29 印尼獅航班機（JT 610, Lion Air）29日上午由雅加達飛往邦加檳

港途中墜海。雅加達慈濟志工立即動員至機場，陪伴家屬並提供

熱食及飲用水，30日另前往東雅加達格拉默渣帝警察醫院（RS 

Bhayangkara Kramat Jati）關懷在此等候指認遺體的家屬。

 ◆ 2018.10.29 慈濟菲律賓分會分別於奧莫克市利洛安里（Liloan）、卡南加鎮

聖嬰里（Santo Niño），舉辦簡易屋入住儀式，共有一百一十一

戶海燕颱風災民遷入。

 ◆ 2018.10.29 慈濟日本分會持續關懷7月岡山縣倉敷市水災受災鄉親，8月

接獲倉敷市教育委員會求助訊息後，為真備町四所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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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四十二套圍裙及帽子，讓學生在分發午餐時穿戴，於本日獲

倉敷市教育長井上正義頒發感謝函。

 ◆ 2018.10.29 慈濟基金會29、30日分別與昆明市宜良縣、東川區小營村及中殿

村簽訂扶貧捐贈協議，由慈濟志工楊戈代表簽訂，並與當地領導

分享慈濟慈善理念，及交流寒冬送暖的關懷經驗與規劃。 

 ◆ 2018.10.30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受鼓浪嶼龍頭社區領導邀請，一同

為長者理髮，本日志工分組至七位長者家中義剪，並關懷他們

的生活。

十一月

 ◆ 2018.11.02 緬甸中南部於7、8月間因大雨發生水患，超過二十六萬公頃農

田毀損，農民生活陷入困境。臺灣、馬來西亞以及緬甸慈濟志

工自11月2至11日在仰光省（Yangon）卡仰（Kayan）、東掛

（Thongwa）、焦丹（Kyauk Tan），以及勃固省（Bago）卡瓦

（Ka Wa）等地，發放約六百三十四公噸綠豆豆種，讓農民趕在

乾季結束前播種。

 ◆ 2018.11.05 慈濟印尼分會於5至10日進行第二梯次蘇拉威西島地震賑災行

動，分別於巴路市（Palu）卡瓦度納區（Kawatuna）、羅魯村

（Lolu），以及希吉縣（Sigi）左諾歐傑村（Jono Oge）、古拉威

鎮（Kulawi）發放生活物資。

 ◆ 2018.11.08 慈濟美國印城聯絡處第七年於諾拉小學（Nora Elementary 

School）推動幸福校園計畫，是日結合警察、醫師舉辦分站活

動，引導學童學習生活安全、個人衛生、均衡飲食、牙齒保健等

知識，並分送營養品、衛生用品及文具袋等物資。

 ◆ 2018.11.08 中區慈濟教聯會志工與慈濟志工於臺中戒治所舉辦生命教育講

座，安排更生人志工分享自己轉迷為悟的歷程，並致贈《人生青

紅燈》予每位學員；該書為中區教聯會志工及慈濟志工多年走入

臺中戒治所及看守所，與學員互動的紀實。

 ◆ 2018.11.08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一間鐵皮工廠發生火災，慈濟志工前往了解

災情，並為警消人員供應飲料及點心補充體力。  

 ◆ 2018.11.09 美國北加州坎普大火（Camp Fire）自8日起持續延燒，截至10日

已燒毀超過六千棟房屋，造成逾十五萬人緊急撤離。慈濟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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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志工自9日起展開援助行動，陸續前往奇科市（Chico）、格

里德利市（Gridley）、奧羅維爾市（Oroville）等地的庇護所關懷

災民及發放毛毯。

 ◆ 2018.11.11 美國慈濟志工前往邊境的墨西哥提娃那市（Tijuana），探訪無證

移民庇護所，發放毛毯、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文具、

兒童讀物、蔬果及日用品等物資，並進行衛教宣導。

 ◆ 2018.11.11 中國大陸廣西慈濟志工至南寧市廣西重陽老年公寓進行敬老活

動，關懷住民生活，帶動活絡身體，並與他們同樂。 

 ◆ 2018.11.11 美國加州文圖拉縣、洛杉磯縣自8日起遭伍爾西大火（Woolsey 

Fire）肆虐。南加州地區慈濟志工於11日展開關懷行動，前往

洛杉磯皮爾斯學院（Pierce College）、帕利塞茲高中（Palisades 

high school）、塔夫脫高中（Taft Charter High School）、卡諾加

公園高中（Canoga Park High School）等四個庇護所探訪，並於13

日開始在皮爾斯學院駐點，膚慰災民並發放毛毯。

 ◆ 2018.11.13 美國東洛杉磯慈濟志工是日於拉蓬特市（La Puente）維拉科塔小

學（Villacorta Elementary School），進行每月一次的食物發放，

共幫助二百六十五戶。

 ◆ 2018.11.14 中國大陸雲南昆明慈濟志工至雲南省殘疾人康復中心進行愛灑活

動，與病患互動，鼓勵並祝福他們。

 ◆ 2018.11.16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援助坎普大火災民，於11月16日至12月15日

在奇科市聯邦災難恢復中心駐點，接受災民登記求助，並自22日

起發放現值卡。

 ◆ 2018.11.17 美國佛羅里達州於10月上旬遭四級颶風麥克（H u r r i c a n e 

Michael）重創，慈濟志工勘災後於本日在重災區巴拿馬市

（Panama）發放現值卡及毛毯，幫助六百七十四戶。

 ◆ 2018.11.17 厄瓜多慈濟本土志工於17、18日進行本月居家訪視，分別前往卡

諾亞（Canoa）、維和港（Portoviejo）及聖塔安娜（Santa Ana）

等地關懷照顧戶。

 ◆ 2018.11.17 美國南加州地區慈濟志工援助伍爾西大火災民，於11月17日起分

別在洛杉磯縣阿古拉山（Agoura Hills）、馬里布（Malibu）兩地

的災難援助中心駐點，為災民送上毛毯並接受登記求助，23日展

開現值卡發放。

 ◆ 2018.11.18 慈濟越南聯絡處與茶榮省（Tra Vinh）友誼協會合作，是日於周

城縣（Chau Thanh）良和A中學，為清寒學子頒發助學金，共幫



年
表

慈
善

329

助一百九十人。

 ◆ 2018.11.18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於聖荷西‧比奴拉市（San José Pinula）進行

冬令發放，為弱勢長者及身心障礙者家庭送上生活物資，包括黑

豆、餅乾、毛毯及衛生用品，共幫助三百二十四戶。

 ◆ 2018.11.18 中國大陸湖南長沙慈濟志工於沅陵縣火場土家族鄉九年一貫制學

校（火場九校），為該校三百九十九位學生提供衣服、鞋子等生

活用品及學用品。

 ◆ 2018.11.18 中國大陸雲南慈濟志工於慈濟昆明聯絡處舉辦新芽獎助學金頒發

儀式，並在昭宗水庫進行淨山、淨湖的環保活動，讓參與的大學

生認識環境污染的程度，並鼓勵他們養成身體力行的環保習慣。

 ◆ 2018.11.19 慈濟基金會即日起至翌年1月31日於中國大陸展開「2018年寒冬

送暖」，自四川省開始，分別於河北、遼寧、江蘇、浙江、貴

州、河南、湖北、湖南、甘肅、吉林、雲南、福建、海南、廣

西、廣東、青海、山東、江西、陝西、北京、重慶、上海、天津

等二十四個省市進行，共關懷二萬七千三百零八戶。

 ◆ 2018.11.19 中國大陸四川慈濟志工於11月14日接獲什邡市扶貧協作涼山彝族

自治州喜德縣脫貧攻堅前線指揮部的請求，希望慈濟可以協助喜

德縣部分貧困鄉親的過冬物資。志工得知彝族新年即將來臨，趕

緊行動，15日即成立團隊，分別進行入戶家訪、調度冬令物資、

規劃發放活動等相關工作。因緣際會下，於19日舉行的寒冬送暖

場次，成為「2018年寒冬送暖」的首場活動。

  彝族新年如同漢族的春節一樣，是一年中最喜氣、最令人期待的

節日。「每年只有過年機會才能見到家人，哥哥姊姊也會從外地

回來，跟奶奶、媽媽、叔叔一起吃飯。」在重慶市讀大學的阿的

幾牛表示，每年假期都在外打工，賺補家用，但新年前，一定會

四川慈濟志工於彝族

新年前夕進行寒冬送

暖活動，為什邡市喜德

縣五百七十二戶家庭送

上冬令物資，鄉親背著

剛領到的物資，結伴回

家，準備過個好年。攝

影／林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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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她向志工分享，這次看到你們很開心，也很感謝，你們

送來的愛心很多，對於我和其他人來說，其實一點點東西都很重

要。鄉親某色果各表示，明天就是我們彝族新年了，在新年前領

到米、油、毛毯等生活物品很開心。

  志工考量交通不便，安排兩場發放，鄉親牽著馬、騾子或結伴搬

運物資返家。志工更把握有限的時間，步行前往發放點臨近的鄉

親家中探訪，同時送上新年祝福；見到家家戶戶已準備好過年菜

色，加上慈濟人的愛心，可以過上一個好年。

 ◆ 2018.11.20 柬埔寨慈濟志工舉辦金邊市朗哥垃圾掩埋場（Dangkor Landfill）

本年度第四次關懷活動，為五百三十五戶居民發放大米，另得知

有三位居民於拾荒時發生意外而往生，於翌日進行訪視關懷，並

評估後續援助方式。

 ◆ 2018.11.21 慈濟加拿大分會第三年提供獎學金，予多倫多漢博學院

（Humber College）健康科學學院的中醫學系學生，本年共有十

人獲得。慈濟志工是日應邀參與頒發典禮，並關懷獲獎學生生活

及學習狀況。

 ◆ 2018.11.22 美國南加州慈濟志工與慈少等一行四十七人，前往墨西哥提娃那

市瑪瑞塔慈濟小學與學童歡度感恩節，陪伴他們玩遊戲、做勞

作，並分送鉛筆及色筆。

 ◆ 2018.11.22 智利慈濟志工接獲社區志工提報，來自委內瑞拉的阿曼里娜及女

婿埃德加生活困窘，經訪視關懷後，於22日送上毛毯、家具、食

品之外，亦協助添購製作麵包的爐具，幫助他們重拾生計。

 ◆ 2018.11.23 國道警察局楊梅分隊三名警員在執勤時遭汽車追撞送醫，慈濟志

工前往竹北東元綜合醫院、林口長庚醫院關懷傷者及家屬，並致

送慰問金。

 ◆ 2018.11.24 土耳其慈濟志工與臺灣慈濟關懷團於24、25日在蘇丹加濟市

（Sultangazi）滿納海國際學校（El Menahil International School）

舉辦發放活動，幫助六千四百戶敘利亞難民。

 ◆ 2018.11.25 慈濟澳洲黃金海岸聯絡處於伊普市（Ipswich）布拉索購物

商場（Brassall Shopping Centre）進行歲末食物發放，共幫助

二百七十三戶。

 ◆ 2018.11.25 瓜地馬拉慈濟志工前往聖荷西‧比奴拉市舉辦發放暨圍爐活動，

邀請三十六戶照顧戶至市府活動中心聚餐，並送上黑豆、毛毯、

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及清潔用品等物資，以及每戶瓜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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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元的生活補助。

 ◆ 2018.11.26 高雄市旗山區興中路一間店家26日發生火災並波及鄰居，慈濟志

工當天前往慰訪受災住戶，並於27日致送慰問金。

 ◆ 2018.11.26 汶萊慈濟志工捐贈文具用品予馬來奕益善中心（Pusat Essan），

提供給該中心的身心障礙孩童使用，並獲益善中心致贈感謝狀，

感恩慈濟自2014年以來的援助。

 ◆ 2018.11.26 慈濟基金會於2015年與土耳其蘇丹加濟市政府（Sultangazi）、敘

利亞難民教師合作，成立滿納海國際學校，幫助失學的敘利亞難

民學童，為他們提供教育機會。滿納海國際學校原以「利比亞國

際學校」分校名義，在土耳其辦學，學生能獲得利比亞的學歷證

明，然而利比亞政府卻因故取消認可，加上慈濟尚未在土耳其註

冊NGO組織，無法向土耳其教育部正式申請辦校，學校一度面臨

停辦。

  為讓滿納海學生擁有正式認證的學歷，慈濟志工四處奔走，獲得

美國教育認證機構（Advance Education, Inc.）認證，學生能以學

校文憑至其他國家繼續升學。另一方面，慈濟基金會於本年9月

中旬終於通過土耳其政府審查，核准註冊為NGO組織，隨即向土

耳其教育部申請辦校並獲准設立。11月26日，在開塞利省副省長

阿里‧烏斯拉曼（Ali Uslanmaz）與臺灣慈濟關懷團成員共同見

證下，滿納海國際學校正式揭牌，也象徵全校從小學至高中三千

多位學生的就學權益獲得更多保障。

 ◆ 2018.11.28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於鼓浪嶼推動環保有成，受到龍頭

社區領導認同，進而合作開展慈善個案關懷工作，讓貧苦鄉親

受到物資及心靈的全方位幫扶，本日進行個案初訪五十六戶及

義剪九戶。

滿納海國際學校正式

獲得土耳其教育部核

准設立，開塞利省副

省長阿里‧烏斯拉曼

（右五）與臺灣慈濟

關懷團成員，共同為

學校揭牌。攝影／余

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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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29 泰國楠府（Nan）功塊鎮（Kongkhuay）民生用水，每逢雨季水

質混濁，慈濟志工於11月初實地訪查後，先提供淨水設備予挽東

南克衛生所（Bandonnamkhrok），以提升醫療用水安全，於本日

舉行捐贈儀式。此外，也協助鎮公所修繕當地供水系統，於月底

發包廠商施作。

 ◆ 2018.11.29 泰國慈濟志工於楠府功塊鎮、都待鎮（Dootai）進行冬令發放，

為貧困居民送上毛毯、冬衣、盥洗用具及清潔用品等物資，共發

放二百九十一戶。

 ◆ 2018.11.29 汶萊慈濟志工關懷馬來奕詩里亞安安老院長者，除安排團康活

動、義剪之外，並送上素食餐點及福慧紅包，提前歡度冬節。

十二月

 ◆ 2018.12.01 荷屬聖馬丁慈濟志工於卡希爾區教堂，與教堂志工一同為三十戶

貧民發放糧食，每戶提供十公斤大米及五磅麵粉。

 ◆ 2018.12.01 慈濟紐西蘭分會舉辦奧克蘭新芽助學金發放典禮，二十七位助

學生分別來自伊勢塔馬基小學（East Tamaki Primary School）、

道森小學（Dawson Primary School）、梅菲德爾小學（Mayfield 

Primary School）、羅優歐克中學（Royal Oak Intermediate 

School）、麥努瑞娃中學（Manurewa Intermediate School）等五所

學校。

 ◆ 2018.12.01 慈濟美國總會志工前往加州文圖拉縣（V e n t u r a）奧海鎮

（Ojai），參與托馬斯大火（Thomas Fire）周年紀念園遊會，設

攤發放冬令物資，關懷受災鄉親。

 ◆ 2018.12.01 中國大陸廣東廣州慈濟志工經過入戶初勘、評估、採購等流程，為

鐘落潭鎮關懷個案家庭「量身定制」物資，本日依他們的需求，分

別為七十一個家庭送上棉被、衣櫃、櫥櫃、電鍋等生活用品。 

 ◆ 2018.12.02 中國大陸福建福鼎慈濟志工經福鼎市醫院轉介，自2014年關懷中

風患者柳姓個案。志工結合醫護人員進行居家復建，並協助他在

自家土地開闢茶園為生計開源，是日進行定期探訪及為茶園除草

施肥。

 ◆ 2018.12.02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於佩勒西亞進行本年度第二場冬令發放，為

家有身心障礙者的貧困家庭與垃圾場周邊貧戶，送上黑豆、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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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毛毯，以及由臺商會捐贈的折疊床，共幫助九十一戶。

 ◆ 2018.12.02 智利拉格蘭哈區（La Graja）11月26日發生民宅火災，共有五戶

受災，慈濟志工募集家具、衣物、食物及餐具等生活物資，於12

月2日進行發放。

 ◆ 2018.12.03 阿根廷慈濟志工第二次前往梅洛市（M e r l o）點心食堂

（Mananata），關懷社區貧童並送上甜麵包。

 ◆ 2018.12.03 加拿大溫哥華慈濟志工於溫哥華原住民健康中心（Vancouver 

Native Health Society），進行本年度第一場冬令發放，為病患送

上防雨外套、背心、手套、襪子及盥洗用品等物資。

 ◆ 2018.12.04 加拿大列治文慈濟志工於4至10日配合食物銀行，在四個發放

點舉辦六場冬令發放活動，並首度參與食物銀行「送愛到家庭

（Delivery）」行動，跟隨食物銀行人員為不便出門的長者、殘

疾人士及單親媽媽，將物資送至家中。此外，亦持續贊助食物銀

行「乳品計畫」，捐助加幣一萬元。

 ◆ 2018.12.04 馬來西亞古晉旺城商場4日下午發生氣爆事故，造成三人往生、

四十多人受傷。古晉慈濟志工獲悉訊息後，於晚間展開關懷行

動，除前往醫院探訪傷患及家屬，提供熱食、毛毯及淨斯多功能

折疊床（福慧床），並分別至雲南善堂及殯儀館，膚慰罹難者家

屬，致上慰問金。

 ◆ 2018.12.05 高雄鼓山慈濟憶能促進班志工團隊邀請促進班長者組成「行動憶

能促進班」，以家訪互動方式，關懷社區的失能長者，本日首次

運作，共走訪兩戶人家。

 ◆ 2018.12.05 慈濟高雄分會舉辦本月例行照顧戶發放，並安排義診、義剪及環

保宣導等活動，共服務三十二人；分會固定於農曆每月二十八日

進行發放。

 ◆ 2018.12.05 加拿大溫哥華慈濟志工於5至14日先後前往倫敦旅館 （The 

London Hotel），以及救世軍所屬街友庇護所、熱食服務中心與

戒毒所（The Salvation Army Harbour Light Centre/Detox）進行冬令

發放，為弱勢民眾送上禦寒衣物及日用品。

 ◆ 2018.12.05 慈濟美國達拉斯分會志工前往芭芭拉喬丹小學（Dr. Barbara 

Jordan Elementary School），參與本月品格教育課程，並依不同

年級閱讀需求，贈書予全校學生。

 ◆ 2018.12.06 阿根廷慈濟志工前往聖馬丁智障者庇護工廠關懷，並送上甜麵

包、花生糖及飲料，與學員提前歡度耶誕。



334

52
 ◆ 2018.12.06 中山醫學大學慈青社發起街友寒冬送暖活動，於市場募集青菜，

製成一百份素便當，再邀約中興、靜宜及中國醫藥大學的慈青及

青年志工，一行二十二人在慈濟志工陪伴下，前往臺中市街友關

懷協會，為街友供餐。

 ◆ 2018.12.07 加拿大列治文慈濟志工自2017年9月起，每週五前往湯瑪士小學

（Thomas Kidd Elementary School）支援學童的早餐服務，並於本

年10月捐贈圖書經費，是日受該校校長邀請，出席每月師生聚會

接受學生代表致贈感謝卡及紀念品。

 ◆ 2018.12.09 瓜地馬拉慈濟志工前往聖璜薩卡特佩克斯市（S a n  J u a n 

Sacatepéquez），在市府人員陪同下，至寶石花村（Joya de Las 

Flores）等地探訪貧病家庭。

 ◆ 2018.12.09 英國曼徹斯特慈濟志工於9、10日先後前往女性中途之家

（Women Direct Access Centre）及基石遊民日間照護中心

（Cornerstone Day Centre）進行冬令發放。

 ◆ 2018.12.09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志工第十六年前往華森威爾市（Watsonville 

City），為當地農工家庭舉辦歲末聯誼活動，由庫菩提諾慈濟人

文學校親師生準備禮物，提前送上耶誕祝福。華森威爾市政府為

感恩慈濟長期關懷當地弱勢居民，亦宣布2018年12月9日為「慈

濟日」。

 ◆ 2018.12.09 美國加州坎普山火發生屆滿一個月，慈濟基金會為加速現值卡發

放工作，並為災民祈福，本日於奧羅維爾市（Oroville）舉辦發

放暨祈福活動。

 ◆ 2018.12.09 美國拉斯維加斯慈濟志工探訪兩家老人院（Heritage springs, Aegis 

Living），安排樂器演奏、歌曲演唱等節目，與長者提前歡度耶誕。

 ◆ 2018.12.10 澳洲柏斯（Perth）近郊高速公路（Indian Ocean Drive）9日發生車

慈青社員為街友奉上

熱騰騰的大浦湯，為

他們去寒、進補。攝

影／黃丈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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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對撞意外，臺灣旅客一家三口一人罹難、二人受傷。慈濟志工

於10日展開關懷，除前往醫院膚慰傷者之外，並至殯儀館為亡者

助念。

 ◆ 2018.12.10 美國加州莫德斯度慈濟志工於12月初發現一處帳篷區，約有五百

位街友棲身於此，經探詢需求後，自10日起先後發放帳篷、熱食

及毛毯等物資，幫助他們平安度冬。

 ◆ 2018.12.14 慈濟日本分會持續關懷東日本大震災災民，志工於14至16日分別

在宮城縣石卷市與東松島市，舉辦兩場祈福感恩會，並前往當地

老人院及醫院探訪長期關懷個案。

 ◆ 2018.12.15 慈濟美國費城聯絡處於史蒂小學（Steele Elementary School），發

放冬衣、圍巾、毛帽及手套，幫助約五百人。

 ◆ 2018.12.15 英國慈濟志工自2015年起持續關懷約克市詹姆士街拖車公園居民，

是日分別前往約克旅行者中心（York Traveller Trust）及車屋區，致

贈裝有麵條、餅乾及罐頭的禮袋，提前為居民送上耶誕祝福。

 ◆ 2018.12.15 慈濟基金會進行「2018年寒冬送暖」活動，15至16日於中國大陸

河北省易縣塘湖、良崗、西山北及七峪等鄉鎮提供米、油及麵粉

等生活物資，共關懷三千四百四十三戶鄉親。

 ◆ 2018.12.15 中國大陸湖南慈濟志工15至16日首次於石門縣舉行歲末祝福感恩

會，並於夾山鎮首次進行寒冬送暖活動，提供米、油、棉被及棉

內衣褲等物資，為八十戶貧困鄉親送上新年祝福。

 ◆ 2018.12.15 屏東市斯文里一戶民宅14日發生火災並波及鄰居，慈濟志工15日

前往關懷受災鄉親，並致送慰問金。 

 ◆ 2018.12.16 柬埔寨慈濟志工於金邊市棉芷縣進行冬令發放，除提供每戶四十

公斤大米，因應當地日夜溫差大，此次亦分發毛毯，共幫助一千

戶貧困家庭。

 ◆ 2018.12.16 澳洲阿德雷德慈濟志工第二年為難民家庭進行歲末發放，是日邀

請二十四戶家庭至會所聚餐，並致贈食物包、物資卡，同時與鞋

店合作為孩童量腳，於開學前為他們送上鞋子。

 ◆ 2018.12.16 慈濟菲律賓分會於馬尼拉岷倫洛區花園口廣場（Plaza San 

Lorenzo Ruiz）舉辦街友關懷活動，發放食物、盥洗用具、衣物

等物品，幫助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 2018.12.16 印尼比亞克（Biak）慈濟志工前往比亞克市二等監獄關懷，為

二百位受刑人發放日用品，提前送上耶誕祝福。

 ◆ 2018.12.17 美國慈濟志工持續關懷遭瑪莉亞颶風重創的美屬波多黎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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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至22日進行第二梯次發放，分別前往哈攸雅（Jayuya）、班色

（Ponce）、歐羅柯維斯（Orocovis）、柯美莉歐（Comerío）及

拜亞孟（Bayamón）等地，為受災的老弱病殘者發放現值卡、毛

毯及太陽能燈組，共幫助一百六十五戶。

 ◆ 2018.12.19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一處民宅清晨發生火警，鄰近慈濟志工

考量天氣寒冷，將案家安置於自宅，同時提供禦寒衣物及熱食；

後續訪視志工前往傷者後送醫院和案家關懷並致送慰問金。

 ◆ 2018.12.21 臺北大同慈濟志工於大同聯絡處舉辦本年度最後一次「享樂趣」長

者關懷活動，安排資源分類體驗、帶動唱等內容，共六十人參加。

 ◆ 2018.12.22 高雄市六龜區臺27甲線十八羅漢山前發生車禍事故，造成一死一

傷。慈濟志工前往高雄市立第一殯儀館及署立旗山醫院進行關

懷，並致送慰問金。

 ◆ 2018.12.22 英國慈濟志工於每月第二、四個週六在倫敦依士靈頓華人協會

（Islington Chinese Association），為街友提供熱食服務，此次適

逢耶誕節前夕，特地應景布置用餐場地及安排相關歌曲表演，並

送上冬令物資，傳遞新年祝福。

 ◆ 2018.12.22 加拿大本拿比慈濟志工第七年參與百恩中學（Byne Creek 

Community School）冬令禮籃發放活動（Holiday Hamper 

Drive），除贊助部分物資外，並於本日前往部分家庭發放，此

次共幫助八十戶清寒與難民家庭。

 ◆ 2018.12.22 智利慈濟志工前往可亞尼基金會（Coanil Fundacion）茉莉收容

所，關懷身心障礙院生，為他們提前送上耶誕禮物，另致贈大

米、麵條及果汁等生活物資予院方。

 ◆ 2018.12.22 美國新澤西慈濟志工分別前往黎巴嫩山老人中心（Mt. Lebanon 

Rehabilitation and Wellness Center）、創世紀老人院（Genesis 

Cranbury Center），慰訪長者並提前歡度耶誕佳節。

 ◆ 2018.12.22 慈濟基金會參與中國大陸江西省萍鄉市蓮花縣坊樓鎮屋場村九祖

祠修繕暨鄉村振興項目，由湖南長沙慈濟志工自10月起每月一次

前往關懷陪伴，12月22至23日為第三次於屋場村進行愛灑茶會及

訪視，讓當地鄉親了解慈濟精神及慈善、環保理念，並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

 ◆ 2018.12.22 中國大陸雲南慈濟志工22、23日於昆明市東川區小營村、中殿村進

行寒冬送暖活動，提供米、油、棉被等物資，幫助五百四十四戶。

 ◆ 2018.12.23 慈濟基金會於中國大陸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政府行政中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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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冬送暖」活動，南昌、九江、宜春及臺灣慈濟志工提

供米、油及棉內衣褲等物資，關懷九百七十五戶環衛工人。

 ◆ 2018.12.23 中國大陸湖北武漢慈濟志工於鄂洲市段店鎮百席村希望小學舉

行寒冬送暖活動，為百席、中咀等五個村的貧困家庭提供米、

油、棉被及棉內衣褲等物資，並進行環保宣導及入戶回訪，關懷

一百八十戶家庭。

 ◆ 2018.12.23 阿根廷慈濟志工長期關懷奇爾美士區（Quilmes）魯漢村（Villa 

Lujan）貧困居民，本日前往發放白米、甜麵包及花生糖等耶誕

節應景食品，共發放四十二戶。

 ◆ 2018.12.23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持續關懷10月中南部水患災民，經過複查後，

於23至27日在蒙哈娜村（Monjaras）發放生活補助金，共幫助

五千零三十八戶。

 ◆ 2018.12.24 印尼巽他海峽（Sunda Strait）22日晚間突發海嘯，波及爪哇島西

部的萬丹省（Baten）與蘇門答臘南端的楠榜省（Lampung），造

成四百多人罹難，逾一萬人受傷。慈濟印尼分會與楠榜聯絡點志

工，分別以萬丹省班迪格蘭縣（Padenglang）、楠榜省南楠榜縣

（Lampung Selatan）等重災區為關懷重點，展開援助行動。

  楠榜慈濟志工於24至27日，在南楠榜縣卡里安達鎮（Kalianda）

外穆里村（Way Mulih）進行物資發放，陸續為災民送上熱食、

礦泉水及生活用品，並提供食材、炊具予當地避難所的公共廚

房，另外也在海軍協助下，將食物、衣物、棉被及日用品等物

資，送往樂坤迪島（Legundi），幫助尚未撤離的居民。

  另一方面，慈濟印尼分會志工於24日完成勘災工作後，經過開會

討論，決定在受災最嚴重的班迪格蘭縣肅穆爾鎮（Sumur），舉辦

物資發放及義診活動。近四十位雅加達慈濟志工與醫護人員，於

26日凌晨啟程前往肅穆爾鎮，卻因大雨一度受困途中，原本預計當

印尼雅加達慈濟志工

援助巽他海峽海嘯災

民，至嚴重受災的班

迪格蘭縣肅穆爾鎮，

發放乾糧、沙龍布及

盥洗用品等生活物

資。圖片／慈濟印尼

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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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進行的賑災活動延至27日展開，除了在肅穆爾國立三號中學以定

點方式，為鄉親義診、發放外，亦分別前往可達尼加拉一號小學、

班迪格蘭縣軍區指揮部，發放援助物資，同時也至班迪格蘭福氣綜

合醫院（RSUD Berkah Pandeglang）關懷傷者，致送慰問金。

 ◆ 2018.12.26 越南胡志明市慈濟志工與慶和省友誼協會合作，幫助11月中旬在

桔梗颱風中受災的鄉親，是日舉辦發放活動，為福同社、永長

坊、永源坊、永和坊共三百戶，送上大米、食用油等物資。

 ◆ 2018.12.28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志工一行四十餘人，於28至30日在土耳其

蘇丹加濟市關懷敘利亞難民，與當地慈濟志工一同進行發放及家

庭訪視，並走訪滿納海國際學校、慈濟義診服務中心，分別送上

書包、醫療手套等物資。

 ◆ 2018.12.29 彰化縣福興鄉彰鹿路六段一戶民宅發生火警，造成二死一傷。慈

濟志工前往關懷，並致送慰問金。

 ◆ 2018.12.30 中國大陸四川慈濟志工於成都市金堂縣韓灘慈濟學校舉行寒冬送

暖活動，學校親師生共同投入志工行列，為趙鎮的貧困鄉親提供

米、油及棉被、棉內衣褲等物資，關懷三百零二戶。

越南桔梗颱風賑災發

放，慶和省友誼協會主

席李柏林（右一）到場

與慈濟志工一起為災民

服務。攝影／邱勇鐘

馬來西亞慈濟志工探

訪土耳其滿納海國際

學校，小朋友開心親

吻志工的臉頰。攝影

／胡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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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 2018.01.01 全臺慈濟六院通過衛生福利部「銜接長照2.0出院準備友善醫

院」認證，效期為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

 ◆ 2018.01.02 花蓮慈濟醫院捐贈擔架床用保暖墊組及救護車常用醫療耗材，予

花蓮縣消防局。

 ◆ 2018.01.06 慈濟緬甸聯絡處首次於丹茵鎮自然禪修中心舉辦義診活動，為該

中心收容的老弱病殘者提供診療服務。

 ◆ 2018.01.07 臺中慈濟醫院藥學部團隊每年以投入志工服務的方式慶祝藥師

節，本日前往臺中市立仁愛之家，與二百多位住民提前共度佳

節。此外，臺中慈院本年與臺中市立仁愛之家簽訂合作契約，每

月一次為住民提供用藥整合服務，由藥師協助審視用藥並給予建

議，並提供分餐包裝藥物服務，讓住民服藥更安全、便利。此次

活動藥師亦進行衛教宣導，透過「路邊的藥不要買」行動劇及有

獎徵答等方式，加深住民用藥的正確觀念，並分組檢視長者用藥

記錄。

  藥師也針對部分住民服用感冒藥水或電臺推銷藥物成癮的問題，

與仁愛之家護理師分享，建議透過持續衛教，先防止再有人上

癮，另外訂定「少喝一口」的目標，慢慢降低住民藥物的使用

量，逐漸脫離對藥物的依賴。

  三十多位藥師貢獻專業之餘，也陪伴住民用餐，協助推輪椅或幫

忙餵飯，從長者身上體會及時行孝的重要，同時提醒自己服務時

多一分同理心與慈悲心。

 ◆ 2018.01.07 雲嘉南區慈濟人醫會醫護人員及志工一行四十七人，於嘉義縣梅

慈善年表醫療年表

臺中慈院藥學部團隊

於臺中市立仁愛之家

宣導用藥安全，九十

多歲的張奶奶（左

一）主動拿出市場商

家贈送的藥物，詢問

藥師（右一）能否使

用。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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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鄉瑞峰村舉辦義診，除了在社區活動中心定點服務，並進行居

家往診，關懷不便出門的長者。

 ◆ 2018.01.09 中區慈濟人醫會與臺中慈濟醫院醫護人員及志工，前往臺中火車

站地下道關懷街友，除提供薑茶、熱食、衣物、暖暖包等禦寒物

資，並檢視他們的健康狀況。

 ◆ 2018.01.13 花蓮慈濟醫院藥師以參與公益服務的方式慶祝藥師節，本日在副

院長許文林、藥學部主任劉采艷與慈濟志工的陪同下，連續第七

年前往原住民少年兒童之家關懷院生，送上生活物資並宣導衛教

知識。

 ◆ 2018.01.16 花蓮慈濟醫院疼痛中心於本日揭牌，整合疼痛科、骨科部、神經

醫學科學中心（神經外科、神經內科、精神醫學部）、復健科、

中醫部等科別，提供藥物治療、介入性治療、微創手術、復健治

療、生活與心理調整等全方位治療。

 ◆ 2018.01.20 花蓮慈濟醫院職工及慈濟志工於農曆年前，前往秀林鄉文蘭村米

亞丸部落進行居家關懷，並為照顧戶打掃住家。

 ◆ 2018.01.21 印尼慈濟大愛醫院於2006年由義診中心升等為專科醫院，並於

2008年舉行啟用儀式，本日於慈濟印尼分會靜思堂舉辦十周年慶

感恩會，同時表揚服務十年以上資深員工。

 ◆ 2018.01.21 慈濟巴西聯絡處於伊塔夸克賽圖巴市（Itaquaquecetuba）舉辦本

年度首場義診活動，幫助五百三十一人次。

 ◆ 2018.01.23 花蓮慈濟醫院於23至26日舉辦「老人自然照護移位轉位課程」，

邀請日本亞洲動作資源普及研究所所長印南裕之，分享如何以不

拖移、不拉扯的自然動作照護及擺位方式，照顧行動不便及臥床

長者。

 ◆ 2018.01.28 北區慈濟人醫會舉辦新北市雙溪本年度的第一次義診，於雙溪國

小駐診，共服務七十七人，並安排十條往診路線，關懷五十四位

鄉親。

二月

 ◆ 2018.02.07 慈濟印尼巴東聯絡處與軍支區司令部、印尼記者聯盟（Persatuan 

Wartawan Indonesia）及安達集團（Artha Graha）合作，7、8日在明

打威群島（Mentawai）舉辦義診，共幫助一千五百七十六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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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07 花蓮近海於6日晚間23時50分發生芮氏規模6.2地震，造成花蓮市

四棟住商大樓傾斜坍塌，花蓮慈濟醫院於7日凌晨0時10分啟動急

診大量傷患緊急應變機制，召集近三百位醫護、行政人員投入救

援工作；因部份社區血液透析中心設備受損，花蓮慈院血液透析

室亦主動加開床位，服務外院患者。

  此外，為協助鄉親心理復原，8日起展開「安心醫療服務」，除

身心醫學科門診讓災民優先就診，免部分負擔醫療費用外，並舉

辦災難後心理調適講座、設立二十四小時專線，以及在縣立體育

場、中華國小、全球慈濟志工寮房等收容所駐點，提供心理諮詢

服務。

 ◆ 2018.02.11 中區慈濟人醫會醫護人員結合臺中、苗栗慈濟志工，分組前往卓

蘭鎮與南庄鄉進行義診。

 ◆ 2018.02.11 中區慈濟人醫會自2015年起每三個月一次，為苗栗縣明德教養院院

生洗牙，是日進行本年度首次服務，有二十二位院生接受診療。

 ◆ 2018.02.11 北區慈濟人醫會醫護人員及志工共六十六人，前往新北市三芝、

石門區進行往診，共關懷四十七戶。

「0206花蓮地震」造

成大樓坍塌，花蓮慈

院啟動大量傷患緊急

應變機制，團隊依平

日演練迅速到位，加

入傷患救治工作。攝

影／劉明繐

0206強震過後，花蓮

慈院醫護人員前往各

收容所駐點，關懷鄉

親身心健康。圖為醫

護人員在花蓮縣立

體育場，為長者量血

壓、檢查身體狀況。

攝影／羅瑞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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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25 美 國 慈 濟 醫 療 基 金 會 每 三 個 月 一 次 於 貝 克 斯 菲 爾 市

（Bakersfield）舉辦義診，為低收入的農工提供中、西醫診療，

是日在金山谷高中（Golden Valley High School）進行本年度第一

次服務。

 ◆ 2018.02.25 慈濟印尼分會於西爪哇省展玉縣（C i a n j u r）芝帕納斯鎮

（Cipanas）警局運動中心，為居民舉辦牙科義診，另為十五歲以

下的青少年進行口腔保健衛教宣導，共服務五百八十三位居民。

 ◆ 2018.02.25 慈濟巴西聯絡處於哥季亞市（Cotia）舉辦義診及義剪活動，服務

五百四十八人次，另提供二手衣物讓居民領取。

三月

 ◆ 2018.03.01 花蓮慈濟醫院推行「醫指付」行動裝置繳費方式，民眾可藉此支

付自己或親友的醫藥費，節省排隊批價繳費的時間；對於幫長輩

繳費的使用者，也能藉此掌握長輩的就診紀錄。

 ◆ 2018.03.10 花蓮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花蓮縣衛生局、花蓮慈濟醫院自本日

起連續十二週舉辦「花蓮縣身心肌能提升及舒心活腦」抗衰老方

案指導員、協助者培訓課程，約一百人參加。學員完成培訓後，

於全縣社區據點執行長照2.0預防及延緩失能方案。

 ◆ 2018.03.14 花蓮慈濟醫院聘任美國杜克大學醫學中心三位心臟外科專家

（Dr. Milano, Dr. Bowles and Dr. Mani Ali Daneshmand）為榮譽顧

問，並簽訂合作備忘錄，在醫學及醫學教育上交流。

 ◆ 2018.03.14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應松浦國小邀請，分別於3月14日、5月16及23

日為玉里地區七所學校教師，進行菸檳防制、正確用藥、視力保

健及愛滋防治等衛教講座，提升教師的健康識能，將正確的衛教

觀念落實校園。

 ◆ 2018.03.15 臺中慈濟醫院於2017年成立造血幹細胞保存庫後，計劃於2018年

成立骨髓移植病房，進行自體血液幹細胞移植、異體血液造血幹

細胞移植作業，是日血液腫瘤科團隊至臺北慈濟醫院參訪，汲取

病房建置與醫護照護經驗。

 ◆ 2018.03.16 慈濟與柬埔寨總理青年志願醫師協會（TYDA）繼2017年於柬埔

寨磅針省（Kampong Cham）合辦義診後，於本年再度合作於磅

清揚省（Kampong Chnang）舉辦義診，分別在磅德拉縣轉診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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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Kampong Tralach Referral Hospital）、德拉小學為居民服務。

磅清揚省地處偏鄉，當地醫療資源短缺，而九成的居民以務農維

生，生活經濟普遍負擔不起前往醫院就診的費用，大多數患者無

法獲得適切的治療。

  3月16日，臺灣慈濟醫療團隊與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慈濟人

醫會成員，以及柬埔寨醫護人員會合後，因場地布置提前完成，

為爭取時間為病患診治，遂提早一天展開義診，服務項目包括

外科、內科、牙科、眼科、婦產科及中醫科等科別，至18日共有

三千四百八十六人次就診，其中三十六人由柬埔寨慈濟志工進行

後續追蹤關懷。

  許多當地人士得知義診活動訊息，主動投入志工行列，其中與慈

濟結緣於二十多年前援建校舍的啟華學校，此次再續前緣，校長

黃明忠特地帶領近三十位師生協助翻譯，精通中、柬文的師生成

為慈濟義診的重要幫手。此外，亦有臺商捐助藥品費用，支持義

診活動。

  慈濟醫療團隊同時也藉著義診機會，與柬埔寨總理青年志願醫師

協會相互交流、學習，並贈予驅蟲藥、維他命及手術電燒刀等醫

療物資，讓當地醫療人員有更多資源為鄉親服務。

慈濟義診團部分成員

於17日上午前往德拉

小學，與柬埔寨總理

青年志願醫師協會成

員進行交流。圖為柬

國青年志願醫師（右）

跟著慈濟人醫會牙科醫

師學習。攝影／馮桂瓊

慈濟義診團部分成員

於17日上午前往德拉

小學，與柬埔寨總理

青年志願醫師協會成

員進行交流。圖為柬國

青年志願醫師（右）跟

著慈濟人醫會牙科醫師

學習。攝影／陳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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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7 慈濟巴拉圭亞松森聯絡處於幫尼亞都蘇（Banado Sur）舉辦義

診，為居民提供牙科、內科、小兒科及中醫科診療，共服務

五十六人。

 ◆ 2018.03.18 美國加州橙縣慈濟志工自2013年起，每年前往聖塔安娜市舉辦

三次義診，是日於男孩女孩俱樂部（Boys & Girls Club of Santa 

Ana）進行本年第一次服務，為低收入戶及無醫療保險的弱勢居

民提供中醫、西醫、牙科與眼科診療，以及血壓、血糖及膽固醇

檢測，共服務一百二十四人。

 ◆ 2018.03.18 慈濟美國長島支會於蘇福克郡布蘭特伍德社區（Brentwood）舉

辦義診，為當地無證移民或無醫療保險的貧困居民服務，共幫助

一百二十人。

 ◆ 2018.03.18 北區慈濟人醫會前往新北市貢寮區舉辦義診活動，除了於澳底國

小、貢寮活動中心定點服務外，另安排七條動線進行居家關懷及

往診，共服務一百八十二人。

 ◆ 2018.03.18 北區慈濟人醫會前往桃園八德祥育啟智教養院舉辦義診，為院生

提供家醫科、皮膚科及牙科服務。

 ◆ 2018.03.19 臺中慈濟護理之家承辦中國大陸南京鍾山頤養園代訓計畫，於19

至28日安排頤養園院長華夏、後勤副總經理徐瑋、鍾山職業技術

學院老年服務系副主任石金武等五位主管，於臺中慈院及護理之

家各部門觀摩運作方式。

 ◆ 2018.03.24 2018年泛太平洋國際幹細胞及癌症研究研討會（Pan Pacific 

Symposium on Stem Cells and Cancer Research, PPSSC），24、25日

在花蓮慈濟醫院舉辦，來自美國、中國大陸、以色列、日本、新

加坡、德國等地二十六位幹細胞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分享研究

現況、再生醫學轉譯，以及幹細胞與神經損傷的臨床試驗成果及

發展趨勢，近三百人參加。

 ◆ 2018.03.24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創新研發中心與國為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署「以小分子藥物促進誘導多潛能幹細胞（iPSC）分化之多巴

胺神經元遷移之移植研究」產學合作計畫，共同致力研發巴金森

病治療藥物。

 ◆ 2018.03.25 慈濟巴西聯絡處於奧薩斯哥市（Osasco）舉辦義診及義剪，共服

務四百九十三人次。

 ◆ 2018.03.29 花蓮慈濟醫院與臺北醫學大學舉辦癌症研究合作交流會，並簽署

備忘錄，共同執行衛生福利部第三期癌症研究計畫，包括以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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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丁受體作為分子標靶探討國人乳癌發生之風險暴露及抗體藥

物研發與臨床前試驗評估，以及聚焦大腸癌轉譯醫學研究等。

 ◆ 2018.03.31 澳洲布里斯本慈濟人醫會醫護人員及志工，於3月31日、4月1日在塔

拉鎮（Tara）舉辦牙科義診活動，並首次將病歷電子化建檔。

四月

 ◆ 2018.04.01 第六屆國際慈濟人醫論壇於新店靜思堂舉辦，全臺共有

三百一十五位慈濟人醫會成員參與。此次主題為「大愛共伴有情

天 人醫守護長照情」，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於開幕致詞

表示，老年人口占比逐年增加，長期照護愈顯重要。臺灣有健保

制度，醫療已屬健全，但病人出院後的照護仍有強化空間，期待

未來多運用慈濟既有資源，配合政府政策，並結合各區人醫會力

量，提供老人合宜的衣、食、住、行、育樂方面服務。

  論壇除邀請講師分別從佛法面、管理面及政策面闡述醫療人文之

外，各區人醫會亦分享多年來在社區投入長期照護的過程與成

果，例如：北區人醫會發表結合新竹地區醫院及學校等機構推

動的「失智預防照護與長遠規劃」，以及從社區環保站推展至平

溪等偏鄉的「心腦健康促進團隊」；雲嘉南及高屏區人醫會提出

社區體適能及憶能測驗落實狀況外，並說明「憶能促進班」多元

化課程，對預防及延緩失智症的影響。大會最後安排學員依醫、

護、檢、藥及志工等功能分組討論，就長照推動與人醫會新血召

募等議題，各自提出看法並凝聚共識。

  國際慈濟人醫論壇主要宗旨在於促進各地慈濟醫療志業體與人醫會

北區慈濟人醫會推動

「心腦健康促進團

隊」的成果，以及北

部偏遠鄉鎮的長照

紀實，由臺北慈濟醫

院醫師李嘉富代表分

享。攝影／許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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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交流，讓彼此資源共享，共同建立社區醫療照護網絡，首屆於

2012年舉辦，除在臺灣之外，也曾於菲律賓及馬來西亞辦理。

 ◆ 2018.04.01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舉辦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OSCE），於

花蓮與大林慈院兩院區同步進行，共八十八位實習醫學生參加。

 ◆ 2018.04.02 臺北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主任吳芳茜、社工師林家德，分別獲得

衛生福利部一○七年度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資深敬業獎」與

「服務績優獎」；大林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林濰銨亦獲頒「服務

績優獎」之殊榮。

 ◆ 2018.04.07 花蓮慈濟醫院病理科醫師、慈濟創新研發中心副研發長韓鴻

志教授，獲選為美國國家發明家學會（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院士。

 ◆ 2018.04.08 慈濟印尼分會於2016年6月，首次與聯合國難民署（UNHCR）合

辦義診，初始以雅加達及周邊地區的國際難民為主要服務對象，

2017年11月第二次活動後，彼此約定每半年舉辦一次。是日，雙

方於西爪哇省芝沙魯亞村（Cisarua）克囊亞酒店進行第三度合

作，為安置在芝沙魯亞村的阿富汗難民舉辦義診。

  由於多半的難民不諳印尼文或英語，醫療團隊及志工需透過翻譯

與其溝通。來自慈濟「希望之家（Home of Arzu）」的阿富汗少

年樂甲、阿爾曼主動參與義診，協助翻譯。他們與慈濟結緣於

2016年，當時慈濟印尼分會志工接獲通報，得知有一群阿富汗青

少年露宿街頭，隨即展開關懷，除發放衣物、日用品等物資之

外，更進一步提供住所（希望之家），並安排語文、電腦等課

程，以及水電、烹飪、理髮等技能培訓的機會，協助他們學習一

技之長，或幫助他們重返校園求學。如今他們發揮良能，投入志

工服務，為同胞盡一分心力。

第六屆國際慈濟人醫

論壇主題為為「大愛

共伴有情天 人醫守護

長照情」，大會安排

學員就長照推動與新

血召募等議題，進行

分組討論。攝影／王

占籬



年
表

醫
療

347

  難民的疾患以筋骨疼痛、哮喘、退化性疾病居多，醫療團隊與志

工透過施醫、施藥與陪伴，舒緩他們身心上的病苦，同時也進行

衛教宣導，鼓勵他們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以減少患病的機率。

此次共幫助六十二位難民及二十位當地居民。

 ◆ 2018.04.08 北區慈濟人醫會於桃園市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為脊髓損傷者

舉辦義診，提供牙科、泌尿科、家醫科及中醫科診療，服務逾

三十人。

 ◆ 2018.04.09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獲選為美國醫學暨生物工程學院（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院士。

 ◆ 2018.04.14 中區慈濟人醫會於人安基金會臺中平安站舉辦每月例行義診，

為街友提供內科、外科、牙科、骨科及皮膚科診療，共服務

三十五人。

 ◆ 2018.04.15 中區慈濟人醫會第二度受邀參加臺中市勞工局「第三屆移鳴驚人

東協好聲音才藝競賽暨泰緬潑水節活動」，為外籍移工提供內

科、外科、牙科、眼科及家醫科診療，共服務八十二人次。

 ◆ 2018.04.15 慈濟巴西聯絡處於伊坦波里斯塔（Itaim Paulista）舉辦義診活

動，為居民提供牙科、心臟科、中醫科及針灸科等診療，現場亦

提供義剪，共幫助四百九十一人次。

 ◆ 2018.04.15 北區慈濟人醫會及臺北慈濟醫院醫護團隊，進行新北市平溪地區

本年度首次義診；為照護偏鄉長者健康，此次除持續安排早期失

智症篩檢外，並為弱勢居民及六十五歲以上長者提供驗光及配鏡

服務。

 ◆ 2018.04.16 雲嘉南區慈濟人醫會結合大林慈濟醫院醫護人員、慈濟志工，於

16、17日在嘉義新港奉天宮旁設置醫療站，為參與媽祖遶境活動

的鄉親提供醫療服務。

慈濟印尼分會與聯合

國難民署合作，為安

置在西爪哇省芝沙魯

亞村的阿富汗難民舉

辦義診，難民在接受

診療前，先進行血壓

量測等檢查。攝影／

Arimami Suryo Asm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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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16 慈濟加拿大分會第三次於海鳥島（Seabird Island Band）原住民部

落舉辦中醫義診活動。

 ◆ 2018.04.18 花蓮慈濟醫院運動醫學中心揭牌啟用，為一般民眾提供中西醫跨

科整合性服務，對於運動選手除建立快速通關的醫療服務，並結

合高科技儀器、科學化分析與研究，為選手的運動表現及教練的

訓練方式提供協助，為花東地區第一個運動醫學中心。

 ◆ 2018.04.26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醫療團隊及志工，於26至30日結合墨西哥

本土志工與醫護人員，先後在荷呼特拉市（Jojutla）、霍奇米科

市（Xochimilco）舉辦四場義診活動，共服務一千四百八十八人

次。29日，另前往霍奇米科市的修女院，為九位行動不便的年長

修女提供往診服務。

 ◆ 2018.04.28 柬埔寨金邊市朗哥垃圾掩埋場（Dangkor Landfill）周邊住著數百

戶貧困家庭，以撿拾資源回收物變賣維生。2016年底，柬埔寨慈

濟志工在此展開訪視關懷及大米發放，過程中發現居民缺乏醫療

資源與衛生觀念，2017年10月取得政府准證後，與新加坡慈濟志

工及人醫會醫療團隊合作，首次為當地貧民舉辦義診，2018年再

度啟動關懷行動，於本日進行第二次的義診與發放。

  此次義診科別設有內科、牙科，並增加中醫科診療。柬埔寨總理

青年志願醫師協會（TYDA）兩名醫師及一名護士，將至臺灣慈

濟醫院學習，於行前專程來參與活動，協助看診與翻譯。當地七

位醫學生協助翻譯之餘，也向來自新加坡的醫師學習看診技巧。

對於行動不便而無法到場的病患，醫療團隊及志工亦前往家中關

懷，總計服務三百零五人次。另外，為引導居民養成良好的衛

生習慣，志工也以遊戲、短劇表演等生動活潑的方式進行衛教宣

導，並提供沐浴、剪髮、剪指甲的服務。

慈濟於柬埔寨金邊市

朗哥垃圾掩埋場，舉

辦義診活動。協助翻

譯的柬埔寨醫學生，

把握機會向慈濟人醫

會醫師學習。攝影／

黃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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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資援助部分，大米發放共幫助四百九十二戶。此外，志工也將

募集而來的衣鞋，依照性別、尺寸分類，讓居民更容易挑選。不

少居民也帶著竹筒，捐出平日點滴存下的善款，翻轉手心助人。

 ◆ 2018.04.28 東區慈濟人醫會與花蓮慈濟醫院醫護人員及志工一行六十多人，

28、29日於臺東綠島舉辦義診活動，為居民提供內科、外科、眼

科、牙科及中醫科等科別診療，共服務二百零二人次。

 ◆ 2018.04.28 慈濟巴拉圭亞松森聯絡處於聖塔庫魯茲（Santa Cruz）舉辦義

診，提供內科、小兒科及牙科診療，共幫助七十七人次。

 ◆ 2018.04.28 印尼慈濟大愛醫院為凝聚職工共識，提升服務品質，舉辦人文精

進營，全院三百八十五人分三梯次參與，第一梯次於28、29日在

雅加達靜思堂舉辦。

 ◆ 2018.04.29 高屏區慈濟人醫會前往屏東啟智教養院，為院友提供牙科診療及

腹部超音波檢查，共服務六十人。

五月

 ◆ 2018.05.01 臺中慈濟醫院自5月起設立「藥師門診」，提供免費的藥事照護服

務，初始以糖尿病、使用抗凝血藥劑與高診次整合門診病患為服

務對象，協助病患釐清用藥疑慮，以保障病患的安全，並避免重

覆用藥造成藥品浪費，為中部區域教學醫院第一家執行的醫院。

  臺中慈院藥師門診將糖化血色素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列為優先服

務對象，主要原因是健保單位發現胰島素回收數量很高，顯示許

多病患不會施打，或者是未按時施打。藥師經由衛教過程，了解

病患如何施打，的確發現有些病患就診時未確實理解醫師處方的

慈濟志工為提升柬埔

寨朗哥垃圾掩埋場周

邊居民的衛生觀念，

於義診活動中進行衛

教宣導，以活潑的帶動

方式，教導孩童如何刷

牙。攝影／陳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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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與重點，而發生不少錯誤用藥的狀況。藥師以專業知能與病

患慢慢討論，抽絲剝繭找出問題癥結，並協助解決。病患也可透

過諮詢獲得充分認知，避免醫病溝通中的盲點。

  臺中慈院兩年前建置「雲端藥歷」，病患只要簽署同意書，醫師

為病患看診時，即可透過資訊系統了解病患在院內、院外的用藥

情形。藥師門診針對高診次與抗凝血藥劑病患，在前一日先進行

用藥整合評估，將結果提供醫師做為調整藥品參考，避免跨科別

開立藥品可能出現交互作用或重覆用藥的問題。

 ◆ 2018.05.02 慈濟加拿大分會自本年5月起，每個月固定兩個週三前往海鳥島

（Seabird Island Band）原住民部落，於當地醫療點駐診，為居民

提供中醫診療，本日共服務十一人。

 ◆ 2018.05.02 菲律賓慈濟人醫會於曼達盧永市（Mandaluyong City）巴朗卡里

（Barangay Barangka）聖洛克教堂（San Roque Church）舉辦義

診，提供牙科診療及眼鏡配製服務，幫助一百九十一人。

 ◆ 2018.05.04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護理人員在慈濟志工陪伴下，至海端鄉愛德日

間照顧中心與長者共度母親節。

 ◆ 2018.05.04 花蓮慈濟醫院於4月上旬啟動長照2.0的B級複合型服務中心，透

過與花蓮縣社會處、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合作及轉介，為民

眾提供居家服務與喘息服務後，本日舉行「長照2.0社區整體照

顧服務體系」揭牌儀式，進一步成為A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花蓮慈院A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啟動後，即可為民眾提供到

宅評估、擬訂照顧計畫，再依計畫轉介給各個B級複合型服務中

心，或由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轉介給C級巷弄長照站。尤

其，花蓮慈院的住院病患在接受出院準備服務的同時，即可接受

長照評估及轉介的一條龍服務。

臺中慈院設立「藥師

門診」，為糖尿病、

使用抗凝血藥劑與高

診次整合門診病患，

提供藥事照護服務，

朝保障用藥安全與避免

藥品浪費方向努力。圖

片／臺中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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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花蓮慈院A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已連結九個B級複合

型服務中心、3個C級巷弄長照站，並持續積極與花蓮地區的B、

C級長照據點簽署合作，擴大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布建綿密

的網絡，發揮在地照顧的功能。

 ◆ 2018.05.04 新北市政府頒發第六屆護理傑出獎，臺北慈濟醫院護理長康芳

瑜獲特殊貢獻獎；林思吟、倪藝嘉、黃秀燕、劉鳳春獲得護理

貢獻獎。

 ◆ 2018.05.09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舉辦「為愛而行 到宅義剪」活動，居家照護

組護理師及慈濟志工前往池上鄉，為長期照顧個案理髮，並關懷

其生活狀況。

 ◆ 2018.05.10 臺灣護理學會及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共同舉辦一

○七年度國際護師節聯合慶祝大會，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鍾惠君榮獲「服務奉獻獎」表揚。

 ◆ 2018.05.10 花蓮慈濟醫院慶祝國際護師節，舉辦「護理之最頒獎典禮」及

「護理之光長廊」揭幕儀式，並表揚本年度獲得臺灣護理學會、

花蓮縣護理師公會頒發獎項的護理人員與臨床教師，以及優秀護

理專案、護理研究、個案報告、護理創新的得主。

 ◆ 2018.05.12 臺北慈濟醫院醫護團隊首次隨中和區慈濟志工，前往臺北市遊民

收容中心關懷街友，提供健康諮詢並舉辦浴佛祈福會。

 ◆ 2018.05.15 北區慈濟人醫會於人安基金會桃園平安站，舉辦每月例行義診服

務；慈濟志工亦安排浴佛活動，邀請街友一同參與。

 ◆ 2018.05.19 臺灣胃腸神經與蠕動學會年會於花蓮慈濟醫院舉辦，七十多位臺

灣醫界消化道蠕動研究、臨床醫師齊聚一堂，研討相關診斷、

治療與研究成果，並邀請國際胃食道逆流症專家Michael F. Vaezi教

授、Prakash Gyawali教授分享食道運動功能障礙最新研究及治療。

花蓮慈院在靜思精舍

師父及花蓮地區各界

代表的祝福下，舉行

「長照2.0社區整體照

顧服務體系」揭牌儀

式，成為A級社區整

合型服務中心。攝影

／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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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19 中區慈濟人醫會於人安基金會臺中平安站，進行每月一次的義診

及義剪活動，同時舉辦浴佛活動。

 ◆ 2018.05.19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於阿里山拉拉吾雅活動中心，舉辦社區複合式

篩檢，為來自里佳、達邦、十字、豐山、來吉、香林等地居民服

務，計有六百五十一人受檢。

 ◆ 2018.05.20 北區慈濟人醫會與桃園市勞動局合作，於桃園火車站舊站月臺舉

辦外籍移工健康檢查，提供中醫科、牙科、皮膚科、內科等科別

服務，並進行衛教、法令宣導。

 ◆ 2018.05.20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於靜思堂舉辦春季社區健康日活動，為居民提

供內科、眼科、牙科與中醫科諮詢，以及血壓、血糖、膽固醇等

檢測服務。

 ◆ 2018.05.20 北區及高屏區慈濟人醫會醫療團隊及志工前往臺東馬蘭榮民之家，

為慎修養護中心院民進行牙科義診，服務約一百二十位住民。

 ◆ 2018.05.21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及花蓮慈濟醫院創新研發團隊與臺灣尖端先進

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簽約進行「自體間質幹細胞治療出

血性腦損傷」研究，同時慈濟創研團隊也與臺灣醣聯生技醫藥股

份有限公司，針對T細胞（CAR-T）腫瘤免疫療法，簽約進行合

作研發。

 ◆ 2018.05.22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於2018年5月完成五千例造血幹細胞捐贈，

本日於慈濟臺北東區聯絡處舉辦「髓緣5000愛無限」感恩會暨

《阿孫要配對》公益影片首映會，向捐贈者及勸髓志工致敬，也

藉由公益影片傳播，解開大眾對骨髓幹細胞捐贈的疑慮。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自1993年成立以來，志願捐贈者累計逾

四十二萬人，受贈者遍布全球三十一個國家地區。近十年來，每

年提供約三百六十例造血幹細胞，搶救全球各地的血液疾病病

「髓緣5000愛無限」

感恩會中，捐贈者黃

秋瑾（左一）、洪文

彬（左二）、張林楷

（左三），與受贈者朱

頤（右一）現身說法，

分享救人喜悅，與重生

的感恩。攝影／顏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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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然而造血幹細胞配對成功之後，僅有六成志願者完成骨髓捐

贈，主要原因是捐贈者家屬誤以為「捐骨髓，就是抽龍骨水」，

擔心影響捐贈者健康而反對。

  2016年，一群結合媒體界、醫療界的人士發心自籌經費，委請慈

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擔任顧問，拍攝《有一種等待》微電影，描

述血癌病患的心聲，重新引起社會大眾對於造血幹細胞捐贈的關

注，提升預約驗血的意願，而為澄清各界對於捐贈過程的誤解，

進一步籌劃第二支影片《阿孫要配對》，期待能提升捐贈率，讓

更多的患者有機會獲得治療。

  此次活動也邀請捐髓者現身說法，分享救人的喜悅，亦證明

「救人一命、無損己身」。與會的朱先生則是造血幹細胞的受

贈者，在生命絕望之際，幸運配對成功並順利完成移植，在重

獲健康後發願投入推動志願建檔工作，讓更多病友與他一樣有

機會獲得重生。

 ◆ 2018.05.23 花蓮慈濟醫院與慈濟科技大學簽訂學術研發合作契約，雙方共同

投入研究、技術轉移、諮詢輔導等，並增加學生臨床實習、教

育、專題講座、實務指導。

 ◆ 2018.05.24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與柬埔寨總理青年志願醫師協會（TYDA），

簽訂「柬埔寨醫療合作與緊急援助案」備忘錄，本日由慈濟醫療

志業執行長林俊龍與該協會主席洪馬內（Dr. Hun Manet）代表，在

慈濟柬埔寨聯絡點簽約，合作期間自2018年5月至2020年5月止。

  往後雙方在柬埔寨合辦義診活動，該協會除了負責安排場地、通

知民眾之外，並協助為慈濟的醫療成員向主管機關申請義診許可

與現場維安，同時也確保慈濟提供的醫療儀器、藥品等物資順利

完成進口免稅報關作業，並指導慈濟正確遵循當地法規。活動的

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

林俊龍（前排右）與

柬埔寨總理青年志願

醫師協會主席洪馬內

（前排左），於慈濟

柬埔寨聯絡點簽訂醫療

合作與緊急援助案備忘

錄。攝影／劉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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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地點則由雙方研議，並共同提供診療服務，若有需要後續

治療的病患，可轉介至柬埔寨當地醫院或臺灣慈濟醫院。

  此外，慈濟將為柬埔寨醫師及護理師舉辦訓練課程，並持續每年

捐贈醫療物資予柬埔寨總理青年志願醫師協會，共同改善當地醫

療，幫助更多患者。

 ◆ 2018.05.29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與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進行造血幹細

胞捐贈醫療合作，由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為北高雄地區幹細

胞捐贈者提供捐贈前血樣複檢、注射白血球生長激素、捐贈後追

蹤照護等服務，於本日舉行簽約儀式。

六月

 ◆ 2018.06.01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品質與創新中心於花蓮慈濟醫院舉辦專案管理

訓練課程，除花蓮慈院四十五位職工參與外，其他五家慈院醫

護、藥技人員亦透過視訊連線同步學習。

 ◆ 2018.06.02 花蓮慈濟醫院舉辦第二屆「高尖端精準放射治療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High Precision Radiotherapy）」，邀

請日本放射治療領域專家學者分享重粒子治療與最新研究。研討

會中，花蓮慈院與大阪重粒子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雙方計劃進

行醫療人員交流訓練、病人轉介治療及研究成果分享。

 ◆ 2018.06.02 北區慈濟人醫會於2、3日在金門舉辦每半年一次的義診，除進行

定點診療、往診衛教關懷外，並前往松柏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晨光教養家園，為住民及院生提供洗牙服務。

 ◆ 2018.06.03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於加州聖伯納汀諾（San Bernardino）印地安

泉高中（Indian Springs High School），為無醫療保險的農工舉辦

三個月一次的義診，服務逾一百人。

 ◆ 2018.06.05 由國際醫療衛生促進協會主辦的「第三屆國際醫療典範獎」，於本

日舉行頒獎典禮，花蓮慈濟醫院國際醫療服務中心榮獲團體獎。

 ◆ 2018.06.06 第二十六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26th In te rna t iona 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and Health Services）於6至

8日在義大利波隆納舉辦。慈濟醫療志業由執行長林俊龍領隊，

包含臺中慈濟醫院院長簡守信、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林名男、臺

北慈濟醫院主秘喬麗華等一行五十多人前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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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08 花蓮慈濟醫院與臺灣健康資訊管理學會於8、9日合辦「第十三屆

國際健康資訊管理研討會」，以「AI、大數據、機器學習之創新

智慧醫療」為主題，邀請產官學界專家分享交流。

 ◆ 2018.06.08 臺中慈濟護理之家與潭子區新興國小合辦「老幼共學」活動，讓

二十六位應屆畢業生陪伴長者，共同創作彩繪作品。

 ◆ 2018.06.09 臺北慈濟醫院於9、10日與臺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合辦「第七

屆臺灣治療性內視鏡研討會」，逾一百六十位來自臺灣、日本、

韓國、泰國及印度等地醫療人員與會，分享臨床經驗外，並分別

在臺大醫院與臺北慈院以視訊連線方式進行手術示範。

 ◆ 2018.06.09 慈濟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於救世軍服務中心，為街友舉辦牙科

義診活動，並提供義剪服務，共幫助一百五十一人次。

 ◆ 2018.06.10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結合當地醫療人員及首都自治大學醫學院師

生，於德古西加巴（Tegucigalpa）蘇雅白區（Suyapa）舉辦義診

活動，提供一般科、小兒科、內科、外科、婦科及營養科診療，

服務三百二十八人。

 ◆ 2018.06.10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於苗必達市舊會所舉辦夏季社區義診活動，

為居民提供牙科、眼科、中醫科等科別診療，以及血壓、血糖等

多項檢測，另有骨髓捐贈宣導與營養諮詢，服務近二百人次。

 ◆ 2018.06.11 花蓮慈濟醫院致力發展癌症精準治療醫學，是日與日本國立放射

線醫學綜合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Radiological Sciences）簽

署備忘錄，雙方就轉介患者至日本接受相關治療與研究成果分

享，以及醫療人員訓練進行合作。

 ◆ 2018.06.11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於海端鄉初來活動中心，成立「憶起來拼圖」

社區長期照顧服務據點，於每週一、三、五為輕度失智症個案及

家屬提供所需的資源及照護知識與技巧，為縱谷地區唯一的長照

樂智中心。

關山慈院「憶起來拼

圖」社區長期照顧服

務據點，於7月25日首

次針對失智症家庭舉

辦照顧者支持活動，

邀請家屬在餐廳共

餐，學習照顧技巧。

圖片／關山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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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團隊以認知訓練、藝術手作治療、懷舊療法，延緩長者失

能，幫助長者重拾信心，同時也透過電話問安、訪視，了解患者

平日生活狀況，適時提供相關社會資源與支持。另一方面，除了

依居家照顧需求，提供照顧技巧訓練課程，並透過團體方式，引

導家屬彼此交流分享照顧上的經驗，相互學習與支持。

 ◆ 2018.06.13 花蓮慈濟醫院響應衛生福利部「醫病共享決策（SDM）計畫」，

首次舉辦醫病共享決策推動計畫競賽暨發表會，共有十五組醫療

團隊參賽，分享臨床經驗，由胸腔內科呼吸照護中心獲得冠軍。

 ◆ 2018.06.15 臺北慈濟醫院配合長照2.0政策，培育照護人力，舉辦「2018社區

關懷據點——預防及延緩失能研習」，課程經衛生福利部證認，

15日為第一階段協助員課程、30日為第二階段指導員課程。

 ◆ 2018.06.17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首次於加州聖塔安娜縣（Santa Ana）慧光寺

舉辦牙科義診，為當地越南裔居民及法師服務。

 ◆ 2018.06.17 慈濟巴西聯絡處於聖伊莉莎白市舉辦義診活動，結合當地政府醫

療人員及護理學校師生，為居民提供中西醫診療及血壓、血糖等

檢測，並進行居家訪視，關懷社區中的貧病居民。

 ◆ 2018.06.21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參與「臺灣國際醫療展覽會」，於21至24日在

臺北世貿一館展出數位學習網、整合型智慧醫療服務及大量傷患

動向管理平臺等成果。

 ◆ 2018.06.23 花蓮慈濟醫院輕安居本日歡度二十周年慶，花蓮慈院失智共同照

護中心亦舉辦基礎失智專業人員訓練課程，邀請花蓮縣衛生局長

期照護科科長黃秀如、臺灣失智症協會秘書長湯麗玉、花蓮慈院

高齡精神科主任蔡欣記等人，分享失智照護推廣之外，並安排輕

安居瑞智學堂課程觀摩及照護成果分享。

  活動現場，輕安居長者製作泡澡包、艾草薰香條等手作品，這些

課程都是經過職能治療師改良後，能輕鬆上手的認知訓練活動，

花蓮慈院輕安居「懷

舊柑仔店」課程，讓

長者擔任一日店長，

曾經營菜攤的阿嬤熱

情么喝，邀請學員參

與抽抽樂及享用懷舊

零食。圖片／花蓮慈

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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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學員在社區關懷據點帶動時的參考，對於有潛在衰弱或已

臨衰弱與失能的長者，可預防及延緩失能。

  花蓮慈院輕安居日間照護結合精神醫學部、家庭醫學科、中醫

科、復健科、營養科及社會服務室，提供跨團隊服務，依照失智

長者的喜好、認知刺激需求差異，設計生命故事回顧、園藝治

療、老幼共學等多元課程，安排長者治療及強化活動能力，並定

期舉辦家屬座談，提供最新的相關資訊。多年來致力於提升失智

長者的照護品質，更進一步將瑞智學堂模式導入社區據點、失智

關懷據點，深受病友及家屬的肯定。

  花蓮慈院失智共同照護中心也建立共照中心平臺服務，將失智照

護服務拓展至社區，協助培育花蓮縣失智照護人才，舉辦專業人員

培訓、社區識能教育等課程。此外，增加民眾對失智症的認識與了

解，進而通報疑似個案，建立友善社區也是推動重點項目之一。

 ◆ 2018.06.23 日籍單車騎士白井寬之2017年9月在花蓮太魯閣遭落石擊中不幸

往生，其父白井良一於23日至花蓮慈濟醫院，再次向陪伴白井寬

之度過生命最後階段的醫療團隊、志工與車友，表達感恩。24

日，白井先生帶著兒子的照片，在花蓮慈院單車社成員陪伴下，

參加瑪吉斯（Maxxis）太魯閣國際登山挑戰賽，完成兒子未竟的

心願。

 ◆ 2018.06.23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於親水公園舉辦「家庭照顧者支持關懷活

動」，由居家照護組護理師引導外籍看護工，學習放鬆紓壓及照

護技巧外，也透過彼此間交流分享，給予情緒支持。

 ◆ 2018.06.23 印尼慈濟人醫會與廖內群島警察醫療隊合作，於巴淡島濃沙鎮

（Nongsa）巨石村（Batu Besar）警察醫院舉辦義診，23日進行

初步檢查，30日為五十五位病患分別完成白內障、翼狀 肉、疝

氣及腫瘤手術。

 ◆ 2018.06.24 北區慈濟人醫會結合臺北慈濟醫院前往新北市瑞芳區舉辦義診，

於瑞芳國中活動中心駐診，服務二百八十六人次，並安排六條往

診路線，關懷三十位行動不便的鄉親。

 ◆ 2018.06.24 東區慈濟人醫會在花蓮縣卓溪鄉崙天部落舉辦義診，提供內科、

外科、眼科和中醫科等看診服務。

 ◆ 2018.06.24 慈濟印尼萬隆聯絡處志工與西爪哇省警察合作，於萬隆縣芝札

冷卡鎮（Cicalengka）活動中心舉辦義診，共服務九百二十二位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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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26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為促進雲嘉地區實證醫學的學術交流、提高醫

療品質，首度舉辦實證醫學競賽，共有來自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及大林慈院等四家

醫院，計九組人員參賽。

 ◆ 2018.06.29 由中華民國傑出企業管理人協會主辦的第十四屆金炬獎，於本日

舉行頒獎典禮，花蓮慈濟醫院獲頒最佳醫療貢獻獎。

七月

 ◆ 2018.07.01 花蓮慈濟醫院承接衛生福利部「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計

畫」，成立東區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負責花蓮、臺東兩

縣的兒童少年保護個案驗傷評估、性侵害專業鑑定、個案身心復

原治療，以及辦理相關研習，使兒虐個案驗傷診療與後續追蹤更

為完善。

 ◆ 2018.07.02 北區慈濟人醫會、臺北慈濟醫院結合內政部警政署，於2、3日為

警政署現職及退休人員舉辦年度體適能檢測活動，並提供癌症篩

檢、自律神經檢測及健康講座。

 ◆ 2018.07.04 花蓮慈濟醫院與國璽幹細胞公司簽訂幹細胞醫療合作意向書，受

託接續進行「以自體脂肪幹細胞（ADSC）腦部移植治療陳舊性

腦中風」研究計畫外，另進行「以自體脂肪幹細胞治療肝硬化」

第二期人體試驗研究計畫。

 ◆ 2018.07.04 慈濟人醫會為協助緬甸丹茵鎮自然禪修中心改善住民環境，以

結核病防治為首要推動項目，於4至8日進行第一梯次篩檢，為

五百五十四人採檢體及拍攝X光片，截至11月底共進行四梯次，

共篩檢二千零八十人。

 ◆ 2018.07.05 花蓮慈濟醫院引進臺灣東部第一具「行走復健機器人」，讓

病患在機器外骨骼的協助下，進行個人化、高重複、高強度

的步態訓練，並減少治療師受傷的可能性，於本日舉行啟用

儀式。

 ◆ 2018.07.07 臺北慈濟醫院舉辦脊椎病變病友關懷活動，邀請各界專家提供衛

教及照護相關訊息，與會病友及家屬亦分享心路歷程。

 ◆ 2018.07.08 中區慈濟人醫會醫護團隊及志工於臺中靜思堂，為臺中市脊髓損

傷協會四十四位病友舉辦義診。



年
表

醫
療

359

 ◆ 2018.07.08 印尼慈濟人醫會在雅加達靜思堂，舉辦一場以「印尼安寧療護的

機遇與挑戰」為主題的健康講座，共五百四十四位醫療人員、民

眾與志工參加。

 ◆ 2018.07.08 北區慈濟人醫會舉辦新北市三芝、石門地區定期義診，除了於三

芝智成里忠義宮定點服務外，並規劃六條路線進行往診，另前往

長勤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為長者檢查眼睛。

 ◆ 2018.07.09 臺中慈濟醫院推動「送藥到府」服務，7月起開放領有連續處方

箋的病患申請，由藥師將藥品送到患者手中，同時進行衛教、提

醒用藥安全，第一階段以潭子區居民為主。

 ◆ 2018.07.10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急診部、心臟內外科團隊共組的「救心小

組」，九十分鐘內完成心肌梗塞心導管手術之達成率高達百分之

九十，高於醫院評鑑要求的百分之七十五，榮獲衛生福利部一○

六年度醫院品質績效量測指標系統與落實品質改善第三階段計畫

—急性心肌梗塞組合式照護品質績優獎。

 ◆ 2018.07.13 由新加坡、臺灣慈濟人醫會組成的醫療團，於13至15日在斯里

蘭卡卡魯塔拉區（Kalutara）巴都拉里亞鎮（Baduraliya）舉辦義

診。此鎮距離可倫坡國際機場逾一百公里，位處偏遠郊區，居民

大多是茶園與橡膠園的勞工，收入微薄。斯里蘭卡志工團隊曾於

2017年5月水災後至此發放，得知居民有醫療需求，遂建議在此

舉辦義診。

  活動於巴都拉里亞社區醫院（Baduraliya Divisional Hospital）進

行，除了慈濟醫療團的一百五十八位醫護人員及志工參與，並有

斯里蘭卡的醫護人員加入，其中也包括巴都拉里亞社區醫院的醫

護人員，提供內科、外科、牙科、中醫科，以及眼科驗光與配眼

鏡等服務。

慈濟於斯里蘭卡巴都

拉里亞鎮舉辦義診活

動，科達拉瓦拉國防

大學護理學院學生協

助翻譯之餘，也幫忙

安撫孩童緊張的情

緒。攝影／鄧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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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新加坡先遣團提早兩日抵達當地，展開場地布置等前置作

業，為了讓義診訊息廣為人知，志工製作海報與宣傳單，由醫院

協助分發給當地居民委員辦公處，以及張貼在醫院附近的店面、

巴士轉換站及社區佈告欄等處，也開車前往二十公里外更偏僻的

地方，以淡米爾、辛哈拉等兩種當地方言進行廣播，請居民把握

就診機會。

  義診活動展開後，每日一早現場即出現長長的排隊人龍，等待看

診。就診的鄉親中，有許多人因為長期勞動，導致肌肉、關節疼

痛。中醫師一邊為他們治療，一邊教導簡單的穴位按摩，讓他們

平日可自行按壓，緩解不適的症狀，同時也用心指導跟診的可倫

坡大學阿育吠陀研究所（Institute of Indigenous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olombo）學生，期盼這群學習傳統醫療的醫學生，未來能就

地發揮良能，為鄉親拔除病苦。另外，本土翻譯志工是海外義診

中不可或缺的要角。曾在2017年參與慈濟義診的科達拉瓦拉國防

大學（Kothalawala Defence University）護理學院師生，此次由講

師帶領二十九位學生到場協助翻譯。

  三日的義診共服務超過四千一百人次，其中逾三百人經過眼科驗

光檢查，需配戴眼鏡。慈濟志工於兩週後為他們送上裝配好的眼

鏡，也邀請參與義診的當地醫護人員為鄉親戴上，一同感受鄉親

重拾清晰視力的喜悅。

 ◆ 2018.07.14 花蓮慈濟醫院小兒部連續五年舉辦「與我童行—兒童癌症育樂

營」，與慈濟大學醫學系、物理治療學系、公共衛生學系共同企

劃內容與流程，讓癌症小病友藉由闖關遊戲，聯誼、同樂，現場

歡笑聲不斷。

  癌症治療的過程不只是生病的孩子很辛苦，父母、手足間生活及

臺灣中區慈濟人醫會

中醫師謝曜聯（右

二），以竹製拔罐器

為鄉親診療，並用心

指導可倫坡大學阿育

吠陀研究所學生如何

拔罐。攝影／陳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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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均無可避免的相互影響，其實也很辛苦。育樂營活動以「讓

孩子開心」為出發點，讓病童及家屬一起同樂，同時也可了解其

他病友的故事及情況，相互激勵、支援，橫向連結起病友與病友

之間、家長與家長之間的力量。

  就讀大二的淮忠及十七歲的珊妮，每年參與育樂營，以自身抗癌

的經驗，為小病友加油打氣，鼓勵他們面對病痛要樂觀、勇敢。

兒癌主治醫師楊尚憲是兒童癌症育樂營的大家長，將於27日啟程

前往美國進行為期一年的進修，也送上愛的叮嚀，鼓勵孩子們繼

續用信心、毅力和勇氣持續戰鬥，也希望結束治療的孩子，珍惜

得來不易的健康，用最真誠的心感受每個人曾在自己身上付出的

愛。孩子們一一擁抱楊醫師，感恩他的照顧，而無法參加營隊的

家長及孩子則以錄影方式，送上祝福，讓活動充滿離情。

 ◆ 2018.07.14 馬來西亞居林慈濟志工結合檳城、吉打慈濟人醫會成員，於老火

較華文小學舉辦「健康入校園」活動，分享健康飲食、環境衛

生、正確洗手、環保等議題，提升學童健康意識。

 ◆ 2018.07.15 慈濟人醫會與移民署高雄港國境事務隊、農委會漁業署及東港區

花蓮慈院小兒部舉辦

「與我童行——兒童

癌症育樂營」，共同

企劃活動的慈濟大學

學生，陪伴病童進行

闖關遊戲。攝影／楊

國濱

花蓮慈院兒癌主治醫

師楊尚憲（右一）是

兒童癌症育樂營的大

家長，將啟程前往美

國進修，與小病友相

互加油打氣。攝影／

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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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等單位合作，在屏東縣東港區漁會舉辦外籍漁工義診活動，

服務一百零八人。此外，下半年外籍漁工義診活動將依移民署意

見，改在前鎮區舉辦。

 ◆ 2018.07.15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慶祝啟業十八周年，本日結合雲嘉南區慈濟人

醫會，出動近二百位醫護人員及志工，分為十九條往診路線關懷

雲嘉地區照顧戶及法親。

 ◆ 2018.07.20 花蓮慈濟醫院排尿障礙治療暨研究中心，獲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甄

選為「特色醫療」團隊，於本日舉行揭牌儀式，並舉辦「錄影尿

動力學檢查」二萬例成果發表會。

 ◆ 2018.07.21 花蓮慈濟醫院心臟內科團隊應臺灣介入性心臟血管醫學會邀請，

以網路視訊方式參與「鈣世無雙」國際研討會，示範複雜性冠狀

動脈介入性治療手術，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交流。

 ◆ 2018.07.21 慈濟巴拉圭東方市聯絡處於會所舉辦每月一次的中醫針灸義診

活動。

 ◆ 2018.07.21 慈濟馬來西亞古晉支會與民都魯四輪驅動車探險俱樂部合作，

於21、22日在加帛省（Kapit）布拉甲縣（Belaga）甘榜弄烏倫

（Kampung Long Urun）舉辦義診活動，共幫助七百九十三名

病患。

 ◆ 2018.07.22 慈濟繼2016年底在約旦舉辦跨國大型義診後，由臺灣、美國等地

慈濟人醫會成員及志工組成的關懷團隊，於2018年7月22至28日

再度於約旦進行義診。此次除安排內科、外科及牙科外，並新增

婦產科、中醫科，且為提升女性鄉親就診意願，特別邀請女醫師

參與服務。此外，人醫會醫師葉添浩根據前次義診經驗，特別準

備了腹部超音波、心電圖、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及血氧

機等儀器帶往約旦，讓內科、婦科的診斷更精準。

  23日，團隊於安曼塔拉博特社區中心（Tarabot Community 

Center）進行第一場義診活動。該中心由約旦哈希米慈善組織

（Jordan Hashemite Charity Organization）籌辦，主要為社區裡的

敘利亞難民及約旦貧戶，提供心理、教育等方面援助。慈濟基金

會自2017年起提供經費援助，義診團隊此行不只關心他們的健康

需求，也在活動結束後，由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代表，與哈

希米慈善組織簽署第二年的合作協議書。

  隨著敘利亞內戰邁入第八年，約旦難民營獲得的援助資源卻逐漸

減少。義診團隊24、25日於扎卡省（Zarqa）阿紮來卡（Azr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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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營進行義診，每位成員深知難民求醫若渴，每場義診近七小

時幾乎不休息，即便是走廊也作為診間，大家抱持著「能多幫一

個，是一個」的願力，把握分秒為難民服務。兩天下來，共看診

七百三十三人次，然而受到難民營有限時、限電的規定，團隊必

須在下午四點離開營區，志工仍無可避免，一到結束時間只能忍

痛拒絕難民的求診。

  此次義診的第三個場地，選擇在北部馬夫拉克省（Mafraq）的難

民進修中心舉辦。馬夫拉克省位於約旦及敘利亞的邊境，許多敘

利亞人為躲避戰火而逃難至此。26日，以進修中心的學生及家屬

為主要服務對象，27日則由進修中心派車，前往馬夫拉克省阿里

拜提大學南邊的沙漠地區，接送遷居至此的難民與貝都因鄉親前

來就醫。兩日共有逾一千人次就診，為期五天的義診活動至此也

圓滿結束，總計服務二千四百三十九人次。

  另外，團隊在當地慈濟志工帶領下，把握義診以外的空檔時間，

亦分別前往貝都因帳篷區、歐菈小學（Aloula Jordanian School）

及慈心之家發放物資。慈濟約旦分會並於28日為義診團隊舉辦圓

牙醫師李明儒必須趕

在難民營停電前，為

最後一位孩童完成診

療。美國人醫會醫師廖

敬興（後排右四）負責

照明，花蓮慈院牙醫師

李彝邦（左一）也來幫

忙。攝影／潘翠微

慈濟義診團前往約旦

貝都因人的帳篷區探

訪，臺中慈院院長簡

守信看到一位孩子以

塑膠袋包裹受傷的腳

底，趕緊為他清洗傷

口、敷藥。攝影／潘

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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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活動，幾位曾接受慈濟醫療援助的難民家庭，特地到場表達感

恩。志工與醫師們看到曾飽受病苦折磨的難民，病情獲得改善，

都覺得安心又安慰。

 ◆ 2018.07.22 北區慈濟人醫會於桃園市八德區綜合性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為聾啞人士舉辦義診，提供牙科、內科、外科、皮膚科、中醫科

診療，共服務五十二人。

 ◆ 2018.07.25 花蓮慈濟醫院老年醫學科首次舉辦「幸福樂齡學堂」，自3月起

每週一次、每次約二小時，由個案管理師帶領平均年齡七十歲以

上的社區長者，進行包含健康老化、認知訓練、及運動介入等健

康促進課程，於7月25日舉行結業典禮。

 ◆ 2018.07.25 臺中慈濟醫院與日本藥科大學（Nihon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簽訂中醫藥研究交流備忘錄。

 ◆ 2018.07.28 慈濟印尼比亞克聯絡點於亞魯里群島區（Kepulauan Aruri）索維克

村（Sowek）舉辦義診，為居民提供內科及牙科診療，共服務一千

零三十四人次，另發放五百份營養食品、四百份牙刷及牙膏。

 ◆ 2018.07.29 慈濟巴西聯絡處舉辦二十六周年慶義診，共服務九百三十六人

次，另有三場醫療講座，邀請眼科、牙科及胸腔外科等專科醫師

與眾分享保健之道。

 ◆ 2018.07.31 臺中慈濟醫院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於7月31日至8月29日，陸續為失

智症患者與家屬開辦「記憶保養班」、「家屬支持團體正念研

習」及「家屬照顧技巧成長班」等系列課程，本日為記憶保養班

週二班首次上課。

八月

 ◆ 2018.08.02 菲律賓慈濟人醫會2、3日於萊特省奧莫克市地區醫院（Ormoc 

District Hospital），舉辦眼科義診，為罹患白內障或翼狀 肉患

者進行手術，共幫助一百七十九人。

 ◆ 2018.08.03 加拿大慈濟人醫會於3至5日在慈濟加拿大分會舉辦「第六屆國際

中醫學術研討會」，邀請加拿大、美國、日本、中國大陸及臺灣

等地學者專家相互交流，其中臺灣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主任林

宜信亦帶領十六位學生與會。

 ◆ 2018.08.04 臺北慈濟醫院與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於4、5日在新店靜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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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威利寶寶喘息服務人文營」，共有二十三位病友參加。

 ◆ 2018.08.04 花蓮慈濟醫院舉辦「閱讀小新芽，喜閱寶寶在我家」親子共讀推

廣工作研討會，與醫護人員分享閱讀對幼兒發展的影響，以及推

動親子共讀的實務經驗與技巧。

 ◆ 2018.08.05 美國紐約慈濟志工及人醫會醫護團隊於莊嚴寺舉辦義診，為該

寺常住眾與志工提供內科、外科、牙科及中醫科診療，共服務

四十七人。

 ◆ 2018.08.06 花蓮慈濟醫院承接衛生福利部新南向醫療計畫，以菲律賓為主

要合作國家，發展醫療產業合作計畫，於6、7日先後與菲律賓桑

托斯樞機主教醫療中心（Cardinal Santos Medical Center）、菲律

賓公立骨科中心（Philippines Orthopedic Center）、中華崇仁醫院

（Chinese General Hospital）等三家醫院簽訂合作意向書，進行國

際醫療合作，並加強醫療人員交流訓練。

  花蓮慈院與菲律賓的醫療因緣深厚，十多年來在慈濟菲律賓分會

的轉介下，已完成三例連體嬰分割，以及多例馬蹄內翻足、高難

度關節矯治等特殊個案，2016年與聖馬刁鎮簽署醫衛合作協議，

提供藥物、疫苗，協助防治肺結核與狂犬病，同時為確實執行結

核病「都治計畫（DOTS）」，也訓練關懷員，督促病患按時服

藥，以提升治癒率。

  花蓮慈院與三家醫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後，計劃以骨科、婦產科、中

醫科、神經外科及幹細胞移植等領域，進行交流訓練。首梯醫衛人

才代訓於11月中旬啟動，共有八位醫師至花蓮慈院，針對血癌的骨

髓移植、中西醫合療與骨科微創技術，接受為期一週的訓練。

 ◆ 2018.08.11 花蓮慈濟醫院11日於靜思堂舉辦三十二周年院慶大會，並表揚資深

及優良職工，12日舉辦慢跑、健行活動，計七百五十人共襄盛舉。

花蓮慈院承接新南向

醫療計畫，院長林欣

榮（右二）於8月上旬

率領醫療團隊前往菲

律賓，6日與桑托斯樞

機主教醫療中心簽署

醫衛合作備忘錄。攝

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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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12 慈濟印尼分會與海洋造船公司（PT. Samudra Marine Indonesia）

合作，於萬丹省（Banten）西朗縣（Serang）博佐內格羅地區

（Bojonegara）舉辦義診，共服務二百九十六人次。

 ◆ 2018.08.14 花蓮慈濟醫院通過衛生福利部評選，與花蓮縣政府共同推動「秀

林鄉健康福址科技整合照護示範場域推動計畫」，秀林鄉民眾只

要攜帶健保卡至就近的衛生所掛號，醫務人員便可連線至醫院的

醫療資訊系統調出電子病歷，進行看診，而民眾所需的用藥則由

院方藥局同步連線備妥，再由送藥服務車送達指定地點，提昇偏

遠地區民眾的醫療照護及生活品質，於本日舉行啟動儀式。

 ◆ 2018.08.15 臺中慈濟醫院引進「640切電腦斷層掃描儀」，於本日舉行啟用

儀式。

 ◆ 2018.08.18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首次與加州西柯汶納市政府（West Covina）

合作，於該市耆英市民中心（West Covina Citizen Senior Center）

舉辦健康篩檢日活動，為居民提供血壓、血糖與膽固醇檢測，以

及家醫、心臟及婦產等專科醫療諮詢。

 ◆ 2018.08.19 慈濟巴西聯絡處第六次於費拉斯市（Ferraz de Vasconcelos）舉辦

義診活動，並提供義剪，共服務七百二十一人次，另前往社區關

懷貧病居民，為他們送上食物等物資。

 ◆ 2018.08.24 慈濟進行寮國水壩坍塌事故援助行動，由花蓮慈濟醫院備妥登革

熱篩檢試劑四百劑，以及立克次體血液篩檢使用的抽血器具、耗

材與離心機一臺，於本日交付慈濟基金會第二梯次賑災團成員，

帶往寮國以應災區醫療需求。

 ◆ 2018.08.24 臺灣受熱帶性低氣壓影響，雲林以南縣市23日起降下致災性豪

雨，其中嘉義縣大林鎮鄰近的溪口鄉、新港鄉的低窪處皆淹水，

許多居民受困家中。大林慈濟醫院24日接獲志工通報，淹水地區

居民有熱食需求後，立即由營養治療科中央廚房支援便當供應。

醫院志工及職工投入洗碗、裝熱食、裝箱打包等工作，並在慈濟

志工、義消或軍人陪同下，前往災區分送便當。

  嘉義沿海低窪地區因逢大潮，加上仍有陣雨，積水無法消退，直

至25日仍有許多積水區對外交通中斷。大林慈院醫護團隊除協助

提供熱食、發放物資之外，並分別於東石鄉、布袋鎮及新港鄉等

災區進行義診。其中，東石鄉至27日仍有部分村落泡在水中，大

林慈院配合嘉義縣衛生局的緊急醫療調度，連續七日安排團隊前

往提供醫療服務；9月2日更分頭在塭仔、洲仔、東石、西崙、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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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東崙、港墘、網寮、掌潭、猿樹村等地，同步設置醫療站。

  慈濟人醫會與臺北慈濟醫院、臺中慈濟醫院醫護團隊，則自28日

起陸續投入臺南災區，參與志工的居家關懷，先後在鹽水、新

化、佳里、善化、學甲、將軍、新營、北門及麻豆等地，提供義

診服務。截至9月2日，慈濟「0823熱帶低壓水災」急難援助行動

結束，義診部分共服務一千二百零六人次。

九月

 ◆ 2018.09.08 慈濟柬埔寨聯絡點於8、9日先後在金邊市朗哥垃圾掩埋場及會所

舉辦義診活動，其中朗哥垃圾掩埋場場次為第三次舉辦，並為居

民發放大米。

 ◆ 2018.09.08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失智症中心成立六周年，是日於臺南慈濟中學

舉辦「憶起回家音樂會」，來自彰化、嘉義、臺南、高雄等地

十一個記憶保養班學員、家屬與志工逾七百人齊聚一堂，表演精

彩節目。

 ◆ 2018.09.08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與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合作出版〈蟲蟲快

閃系列繪本〉，以淺顯易懂的衛教繪本，讓小朋友認識恙蟲、臺

灣鋏蠓、隱翅蟲、頭蝨等有害蟲類，學習保護自己，是日於花蓮

誠品書店舉辦第一本新書《塵蟎丁丁搬家記》發表會，本書由慈

濟醫療財團法人贊助出版，並將一千二百本繪本送給全臺偏鄉及

離島小學圖書館。

 ◆ 2018.09.12 臺北慈濟醫院於2017年申請長照服務資格審查通過，自2018年9

月起正式接案，是日舉行「長照服務部」揭牌儀式，提供「長

東石鄉掌潭村淹水多

日，國軍弟兄在積水

退去後，進駐當地清

掃環境。大林慈院醫

療團隊為腳部受傷的

官兵治療。攝影／張

國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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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與「失智共照」患者雙軌式服務，並以「整合式長照快速

通道」，給予「4+1」包裹式服務，包括政府長照政策的四大項

目：照顧及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

善服務、喘息服務，若在照護過程中，發現案家有經濟、活動、

家庭等其他困難，慈濟基金會與慈濟志工也會及時介入給予更多

協助。

  臺北慈院設有A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B級複合型服務中心，

並結合新店、雙和、板橋、三重、蘆洲等地慈濟所設立的社區關

懷據點，有長照需求的患者與家屬，皆能透過臺北慈院的長照服

務部，媒合適切的服務。

  此外，醫院在住院患者出院準備服務時即可進行評估，依長照核

定失能等級，再由個案管理師訂定照顧計畫，患者返家後則由

「居家護理師」與「照顧服務員」無縫接軌提供後續照護，並將

區域內失能等級低能活動的個案帶到關懷據點，提供延緩失能活

動，縮短銜接服務的等候時間。

 ◆ 2018.09.15 第二屆慈濟醫學年會於15、16日在臺北慈濟醫院與新店靜思堂舉

辦，除了六家慈濟醫院醫護人員及慈濟大學醫學系師生交流分享

外，亦邀請海內外專家學者進行主題演講。

 ◆ 2018.09.15 由花蓮慈濟醫院創辦的護理照護品質暨創新成果發表—「百

年好合論文競賽」，此次藉慈濟醫學年會六院醫護同仁齊聚之

際，本日同步於臺北慈濟醫院舉辦，10月12日於花蓮慈濟醫院進

行成果發表。

 ◆ 2018.09.15 美國北加州慈濟志工首次於門洛帕克市（Menlo Park）貝拉海文

（Belle Haven）社區，為居民進行牙科義診，共服務四十四人。

 ◆ 2018.09.16 慈濟巴西聯絡處於福仁西斯哥‧莫那多市（Francisco Morato）舉

臺北慈院長照服務部副

主任李嘉富（右二）與

團隊，前往有長照需求

的病家進行評估，協助

媒合適切的服務。攝影

／范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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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義診活動，為居民提供內科、牙科、眼科、小兒科、皮膚科等

診療。

 ◆ 2018.09.19 臺中慈濟護理之家配合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舉辦「夜間實地災害

情境模擬示範演練」，全市護理之家及消防局逾百人到場觀摩。

 ◆ 2018.09.22 慈濟澳洲分會於22、23日在雪梨西南區黑鎮青年學院（Blacktown 

Youth College）舉辦牙科義診，共服務一百一十人次。

 ◆ 2018.09.27 花蓮慈濟醫院進行肝臟移植屆滿十五年，本日於醫院大廳舉辦

「欣肝如貽 感恩十五」器官移植記者會，邀請肝臟移植病友與

醫療團隊分享多年來的心路歷程。

  花蓮慈院於1995年成立器官移植小組，1998年11月經衛生署核

准屍體肝臟移植資格，於2003年2月完成第一例屍體肝臟移植，

2005年11月通過活體肝臟移植資格，2007年7月完成第一例活體

肝臟移植，截至2018年8月止已完成四十一例屍肝移植與十七例

活肝移植。

  花蓮慈院目前是東部唯一可以進行器官移植的醫院，可執行的

移植手術分別是心臟、肝臟、腎臟、皮膚、骨骼、眼角膜及骨髓

移植。兼任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的外科醫學發展中心副主任李明哲表

示，要完成每例移植手術，必須感恩包含醫療、護理、醫技、行政

與志工等團隊的用心，還有捐贈者、受贈者以及雙方家屬的信任。

  來自南投的病友張文毅說，以前花蓮人是翻山過嶺到外地求醫，

但自己是翻山過嶺來花蓮，找到生命的轉機，回憶十五年前的移

植手術，由於自己在接受移植前已開過多次刀，腹部沾黏很嚴

重，從手術前的準備到手術結束，主治醫師李明哲整整兩天與醫

護團隊及志工都在旁邊陪伴，感恩有大家的守護才有現在健康的

自己。協調護理師周桂君也分享，張文毅十幾年來，每年都會寄

花蓮慈院進行肝臟移

植屆滿十五年，舉

辦「欣肝如貽  感恩

十五」器官移植記者

會，移植病友、醫療

團隊及志工一起分享

喜悅。圖片／花蓮慈

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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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卡片，請同仁轉送給捐贈者的母親，感謝捐贈者與捐贈者

母親的無私付出。

  花蓮慈院外科醫學發展中心主任賴鴻緒提到，在團隊與志工的努

力下，現今許多民眾已能接受器官移植與捐贈，而東部地區捐贈

率在全臺灣排名第一，特別感謝東部民眾的肯定。

 ◆ 2018.09.28 因應衛生福利部計劃開放自體細胞治療並納入特管辦法，花蓮

縣衛生局與花蓮慈濟醫院本日舉辦「再生醫療臨床相關法規東

區研討會」，邀請衛福部醫事司郭威中科長、臺北榮民總醫院

殷本惠博士分享再生醫療臨床相關法規與實驗室品質系統與稽

核建置。

 ◆ 2018.09.28 花蓮慈濟醫院與美商永生生技公司舉辦聯合記者會，宣布雙方針

對運用幹細胞治療急性腦中風、慢性缺血性腦中風、巴金森氏症

等疾病，進行研究、臨床實驗及治療上全面合作。

 ◆ 2018.09.29 臺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主任陳益乾發起成立「臺灣酒害防治協

會」，推動酒害預防教育、建立整合性研究及衛教平臺，以及推

動酒害防治法，本日於臺北慈院舉行成立大會。

 ◆ 2018.09.30 慈濟人醫會與臺北慈濟醫院醫護團隊，於三重靜思堂為新北市五

處靜思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約二百六十位長者，以及三重地區環

保志工進行健康檢查。

 ◆ 2018.09.30 慈濟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於救世軍活動中心，為街友舉辦牙科

義診並提供義剪，醫護人員及志工約百人投入服務，幫助一百零

三人。

 ◆ 2018.09.30 北區慈濟人醫會於桃園市綜合性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為脊髓

損傷者進行義診，提供內科、牙科、皮膚科、中醫科及泌尿科診

療，服務近二十人。

在花蓮慈院接受肝臟移

植滿十五年的張文毅

（左二）拉起衣服，露

出滿是刀痕的腹部，感

恩捐贈者無私的大愛，

以及器官捐贈小組的照

護，讓他重拾健康。圖

片／花蓮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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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9.30 北區慈濟人醫會參與新北市「印尼文化嘉年華」活動，於市政府

大廳為外籍勞工進行健檢，提供內科、中醫、眼科、牙科、皮膚

科及身心科等科別服務，幫助一百四十人次。

 ◆ 2018.09.30 高屏區慈濟人醫會於高雄市莒光國小舉辦健康篩檢活動，為社

區環保志工及長者進行失智症篩檢及體適能運動體驗，約九十

人參與。

十月

 ◆ 2018.10.03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與嘉義大學合作，開發健康識能數位學習教

材，讓學生透過產學合作增進製作教材的經驗，並將成品交由各

單位使用，讓教材能發揮更大的良能，於本日舉辦首次說明會。

 ◆ 2018.10.05 慈濟加拿大分會與多倫多漢博學院（Humber College）合作，於

該校設立慈濟中醫門診與教學中心（Tzu Chi Clin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是日舉行落成典禮。

  慈濟加拿大分會多年來以中醫作為社區醫療關懷的主力，為原住

民及弱勢民眾進行義診，深受各界肯定，2016年又獲溫哥華國際

中醫學院創辦人呂聰明將學校贈予分會，推廣中醫不遺餘力。同

年適值漢博學院在健康管理學院下成立中醫學系，校方決定將該

系的臨床帶教課程，委請慈濟在校內開設中醫門診中心辦理。

  慈濟中醫門診與教學中心設於漢博學院北院校區，場地由校方無

償提供，營運管理則由慈濟基金會負責，除做為該校中醫系教

學、實習之用外，並安排醫師駐診，為社區民眾提供診療服務，

是加拿大第一個設立在公立大專院校內的中醫診療中心。

加拿大漢博學院院長惠特

克（左四）、前密西沙加

市市長麥考蓮（左五），

與慈濟加拿大分會執行長

何國慶（左三）等人，共

同為「慈濟中醫門診與教

學中心」落成剪綵。攝影

／賀奇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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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0.05 加拿大慈濟人醫會「第七屆國際中醫學術研討會」，於5至8日分

別在多倫多漢博學院、慈濟西多倫多聯絡處進行，邀請加拿大、

臺灣、香港等地中醫師及相關專家學者進行交流，花蓮及關山慈

濟醫院共有十一位中醫師前往參與。

 ◆ 2018.10.05 花蓮慈濟醫院承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大專青年菸檳防制服

務隊培訓計畫」，舉辦菸檳防制創意教案競賽，本日在臺北市青

少年發展處舉辦成果發表暨頒獎典禮。

 ◆ 2018.10.05 印尼蘇拉威西島（Sulawesi）地震慈濟賑災團醫療人員自5日起

展開義診活動，於巴路市（Palu）弱勢地區發展與移民局、卡

魯納迪巴佛堂定點駐診，並以行動義診方式前往西拉寧迪村

（Siranindi）等村落及各避難所關懷，7日開始陸續跨縣前往希吉

縣（Sigi）、浪加拉縣（Donggala）等地服務。

 ◆ 2018.10.07 北區慈濟人醫會每半年一次前往創世基金會基隆分院，為院民洗

牙，本日進行下半年度服務，出動醫護人員及志工共九十二人，

服務四十八人。

 ◆ 2018.10.10 臺中慈濟護理之家榮獲臺中市第一屆金照獎「卓越住宿型機構」

團體獎。

 ◆ 2018.10.13 慈濟基金會配合政府推動長照計畫，各會所增設長照關懷據點，

臺中慈濟醫院協助提供慈濟長照據點中醫健康養生資源，舉辦志

工培訓課程，教導養生十六宜、八段錦等保健功法，讓志工作為

社區據點常態活動的選項。

 ◆ 2018.10.14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與教學部推動「輔導中醫臨床技能評估模

式及臨床教學實務訓練計畫」，本日舉辦中醫客觀結構式臨床

技能測驗，由十二位中醫住院醫師參加，完成包含中醫內科、

傷科、兒科、婦科、針灸穴位操作、中西藥辨認及衛教等不同

項目測驗。

 ◆ 2018.10.18 臺灣尿失禁防治協會、花蓮慈濟醫院、慈濟大學合作，籌辦第

十三屆泛太平洋尿控醫學年會（PPCS）於18至20日在花蓮舉

行，除主場研討會討論尿失禁治療、下尿路疾病的診斷與治療，

以及護理骨盆底健康研討會之外，並進行模擬手術課程及年輕醫

師座談與交流。

 ◆ 2018.10.18 慈濟印尼棉蘭支會與印尼紅十字會北蘇門答臘分部簽署合作備忘

錄，由紅十字會醫療團隊支援慈濟所舉辦的捐血活動，以及協助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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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0.21 慈濟美國聖地牙哥聯絡處第四次於帝國山（Mountain Empire）舉

辦義診活動，為當地居民提供牙科、眼科、中醫科等診療，以及

血壓、血糖、視力等檢測，共計服務一百三十人次。

 ◆ 2018.10.21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於靜思堂舉辦秋季義診活動，服務約一百六十

人次。

 ◆ 2018.10.21 慈濟紐約布碌崙聯絡點舉辦社區義診活動，提供內科、牙科、腸

胃科與腎臟科檢查，以及針灸、物理治療與洗牙等服務外，此次

增加配鏡服務，共幫助一百一十人次。

 ◆ 2018.10.21 澳洲柏斯慈濟人醫會於西澳口腔健康中心（Oral Health Centre of 

WA）舉辦年度大型牙科義診，出動六十五位醫療人員及五十二

位志工，共服務四十九人。

 ◆ 2018.10.22 慈濟人醫會團隊投入「第6432次自強號於新馬站出軌事故」援助

行動，於新馬火車站設置醫護站，服務搜救人員。

 ◆ 2018.10.24 臺北慈濟醫院健康關懷中心與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合作，

於臺北慈院舉辦「動次動次～運動同樂會」，與家庭照顧者分享

照顧技巧，並安排體適能活動，引導他們紓解身心壓力。

 ◆ 2018.10.25 臺中慈濟醫院失智服務據點成立年餘，針對長者與家屬分別開辦

記憶保養班、家屬照顧技巧成長班與家屬支持團體正念研習營等

三種課程，於本日舉辦成果發表會。

 ◆ 2018.10.26 菲律賓萊特省獨魯萬市（Tacloban）2013年遭海燕颱風重創。慈

濟菲律賓分會於賑災結束後，自2015年起結合臺灣等地慈濟人醫

會醫護人員及志工，一年一次在獨魯萬舉辦大型義診，幫助當地

貧病居民。本年度義診活動於26至28日在禮智興華中學舉辦，由

臺灣、菲律賓、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慈濟醫療團隊，共同為鄉親

服務，此次也是慈濟菲律賓分會第二百三十六次義診活動。

臺北慈院醫師蘇文麟

（右）在菲律賓獨魯

萬義診活動中，得知

來就診的奶奶前一天

生日，特地送上麵包

並給予祝福，讓奶奶

開心不已。攝影／吳

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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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每天一早尚未開診前，學校內外即排滿等候掛號的鄉

親，其中甚至有人凌晨就至現場排隊，尤其義診同時提供外科、

牙科、兒科、眼科、內科及中醫科等多科別診療，以及聽力檢

查與配鏡服務，對求醫若渴的鄉親更是難得，總計三天共有

六千二百六十七人次就診，創下四年來求診人數最多的紀錄。

  除此以外，菲律賓眼科團隊為了在義診活動中有充足空間、時

間，服務更多的病患，提前於23、24日在聖言醫院（Divine Word 

Hospital），為罹患白內障、翼狀 肉及斜視等眼疾患者進行手

術，共有一百五十二人接受治療。

 ◆ 2018.10.28 慈濟人醫會與內政部移民署、宜蘭縣政府及蘇澳區漁會等單位合

作，於南方澳第三漁貨拍賣場舉辦外籍漁工義診活動，提供牙

科、內科、中醫科、家醫科等服務，服務約一百九十人次。

 ◆ 2018.10.28 中區慈濟人醫會與臺中慈濟志工前往新社區進行義診，於中和國

小定點服務三十六人，亦安排居家往診關懷六位長者。

 ◆ 2018.10.30 衛生福利部表揚推廣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

願註記健保卡」宣導成效績優之醫療機構，臺北、臺中、大林等

三家慈濟醫院獲獎。

十一月

 ◆ 2018.11.01 慈濟印尼分會與印尼國軍合作， 1、2日於龍目島馬打蘭

（Mataram）西沙登加醫院（RSUP Nusa Tenggara Barat）、丹戎廣

場（Lapangan Tanjung）舉辦義診，共服務二千九百五十六人次。

 ◆ 2018.11.03 慈濟馬來西亞斗湖聯絡處於3、4日第五度在沙巴州斗湖甘榜狄丁

岸（Kampung Titingan）舉辦義診，為當地居民提供婦產科、兒

科、眼科、牙科、中醫科等科別診療，並進行義剪、寄生蟲投藥

治療、預防針注射及家庭計畫宣導等服務，共動員慈濟人醫會醫

護人員及志工逾二百人，幫助三千五百七十七人次。

 ◆ 2018.11.03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二十五周年慶，以「髓漾年華‧愛重生」為

主題，於3、4日在慈濟三重志業園區舉辦「相見歡暨關懷小組講

師認證」，約二千人參與。

 ◆ 2018.11.04 由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等單位聯合舉辦「2018亞太血液及骨髓移

植大會慈濟研討會」，於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來自亞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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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國、荷蘭等地約二百位專家學者參與，分享各地骨髓移植的

現況與展望，並針對臍帶血新興治療方法，以及各國地域性的差

異做法等進行研討，彼此交流學習。

 ◆ 2018.11.04 花蓮縣醫師公會舉辦醫師節慶祝大會，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許文

林榮獲第十一屆醫療奉獻獎；葉日 、丁大清、莊立良、莊濬綦

等四位醫師獲得優良醫師表揚。

 ◆ 2018.11.04 中區慈濟人醫會每三個月一次為苗栗明德教養院院生洗牙，是日

進行本年度最後一次服務，有二十四位院生接受診療。

 ◆ 2018.11.08 美國慈濟志工及人醫會醫護團隊等一行五十多人，於8至11日先

後在墨西哥札卡特派（Zacatepec）、霍奇米科（Xochimilco）、

伊斯塔帕拉（Itztapala）等地舉辦義診，包括義剪、衛教等服

務，幫助逾六千人次。

 ◆ 2018.11.10 臺中慈濟醫院院長簡守信邀請院內醫師，前往北屯區為居家關懷戶

施阿嬤整理居家環境，提前慶祝醫師節，約二十位醫護人員參與。

 ◆ 2018.11.10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慶祝醫師節，由院長賴寧生帶領醫療團隊，結

合彰化、雲林、嘉義、臺南慈濟志工，分二十九條動線至社區舉

辦健康講座，與鄉親分享醫療保健知識。

 ◆ 2018.11.11 新北市衛生局舉行第七屆醫療公益獎頒獎典禮，臺北慈濟醫院醫

師夏毅然、曾效祖、蘇旺裕等三人獲頒醫療貢獻獎，蕭仲凱獲醫

療教育研究獎，呼吸治療師黃湘喻獲醫事服務貢獻獎。

 ◆ 2018.11.11 慈濟巴西聯絡處第十四次於伊大貝蜜市（Itapevi）舉辦義診，提供

眼科、內科、小兒科、婦產科及心臟科等科別診療，以及血壓、

血糖檢測與眼鏡配製、義剪等服務，共幫助七百二十七人次。

 ◆ 2018.11.14 花蓮慈濟醫院自14日起，於每週三、四開設「創傷症候群中西醫

合療門診」，協助遭遇重大變故的民眾緩解心理壓力。

 ◆ 2018.11.17 慈濟人醫會2016年10月首次在創世基金會臺東分院，為院民提供

口腔照護服務，爾後每半年定期前往服務，是日為第五次活動，

約一百三十位人醫會成員及志工參與。團隊有鑑於以往為院民洗

牙時，有些人因為緊張而百般抗拒，不只無法確實達到治療的品

質，也可能發生嗆咳的危險，遂在家屬的同意下，首次運用鎮靜

麻醉的方式，讓兩位院民在放鬆的狀態下接受診療。牙醫師順利

進行治療的當下，麻醉科醫師也在一旁監看院民的生理數值，確

保院民的安全。此次服務除了為三十四位院民洗牙外，也為四位

院民清理褥瘡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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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團隊轉往臺東馬蘭榮民之家，為慎修養護中心住民服務。

這是慈濟人醫會繼創世基金會臺東分院後，在臺東第二個定期關

懷的照護機構。2017年，慎修養護中心尋求醫療資源援助時，適

巧在社群軟體上看見臺東創世院長王玉鳳分享慈濟義診活動，因

而牽起與慈濟的緣分，人醫會於當年11月將其納入臺東照護機構

的關懷行程中。團隊此行提供口腔及褥瘡傷口照護服務，共幫助

一百二十九人次。

 ◆ 2018.11.17 慈濟基金會與中國大陸福建省福鼎市醫院於 山中心小學舉行聯

合義診活動，並進行環保宣導、義剪，及至不便外出的病患家中

往診，服務四百七十五人次。

 ◆ 2018.11.18 新竹地區慈濟人醫會醫療團隊與慈濟志工，前往創世基金會新竹

分院為院民進行口腔照護服務，共幫助五十一人。

 ◆ 2018.11.24 澳洲墨爾本慈濟志工於北瑞奇蒙社區保健中心（North Richmond 

Community Health）舉辦第八次牙科義診，並提供中醫針灸及心

肺復甦術訓練，共服務二十五人。

 ◆ 2018.11.25 北區慈濟人醫會舉辦新北市雙溪本年度最後一次義診活動，於雙

溪國小駐診外，並以十條動線進行往診，共服務一百一十二人。

 ◆ 2018.11.25 東區慈濟人醫會結合慈濟醫院醫護人員，前往臺東太麻里舉辦義

診活動。

 ◆ 2018.11.29 鈦隼生物科技結合花蓮慈濟醫院神經醫學科學中心團隊的經驗，

研發的腦部手術導航機器人「NaoTrac」，通過衛生福利部核准

進行臨床人體試驗，於本日由鈦隼生物科技執行長陳階曉與花

蓮慈院院長林欣榮帶領研發及醫療團隊，在「2018臺灣醫療科技

展」中舉行啟動儀式。

 ◆ 2018.11.29 花蓮慈濟醫院於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臺北南港展覽館參與

慈濟人醫會於臺東馬

蘭榮民之家慎修養護

中心進行醫療服務，

整型外科醫師葉添浩

（左二）為臥床的住

民清理褥瘡傷口。攝

影／陳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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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灣醫療科技展」，分享「難症絕症新藥及幹細胞創新治

療」，包含新藥合作開發、新醫材合作研發、細胞治療、特色醫

療、智慧醫療、國際醫療，以及菲律賓新南向醫療合作等成果展

出與主題講座。

 ◆ 2018.11.30 第十五屆國家新創獎本日於臺北雅悅會館舉行頒獎典禮，花蓮慈

濟醫院與大麥智慧科技公司共同研發，「環境友善之體感平衡個

人化移動載具」獲得學研新創健康照護組最佳產業效益獎。

  12月18日，花蓮慈院與大麥智慧科技公司聯合舉辦發表會。花蓮

慈院神經功能科主任陳新源表示，因常常看到坐輪椅的患者進出

診間、電梯，會很擔心撞到東西，而需一試再試，進而發想「如

果輪椅的迴轉半徑小一點，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了？」經過一年多

與大麥智慧科技公司的腦力激盪，終於研發出兼具實用性、安全

性的移動輔具。

  「體感平衡個人化移動載具」可倒車、可原地旋轉，大幅度減少

迴轉半徑，有利使用者在狹小空間移動。當載具停止不動後，操

控的手把還可以抽出來轉變成手杖使用，讓使用者不僅可以坐著

載具進行長距離移動，還有手杖協助短距離移位，有助於提高外

出意願，增加與人的互動機會。

十二月

 ◆ 2018.12.01 臺鐵第6432次普悠瑪列車10月21日發生翻車事故，造成十八人罹

難、近二百人輕重傷，罹難者中有十五人為臺東人，傷者也是以

臺東鄉親為最多。關山慈濟醫院中醫科主任沈邑穎陸續收治部分

慈濟醫療團隊邀請巴

金森氏症病友高先生

試用「體感平衡個人

化移動載具」。高先

生在實際體驗後表示，

新載具很適合在室內移

動，期待能盡快問市。

圖片／花蓮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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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者，發現多數都有身體損傷及心神不安的症狀，即便事故已過

月餘，許多人身心創傷仍無法平復，因而決定發起「1021一定愛

你」關懷活動，結合張崇晉婦產科診所、臺東縣中醫師公會、慈

濟臺東分會，自本日起為傷者及家屬進行為期七個月的義診。

  活動於每週六在臺東市張崇晉婦產科診所進行，除了有中醫診治

外，亦邀請芳療師以精油按摩方式，幫助病患紓壓，並整合物理

治療師、心理諮商，多管齊下照護傷者與家屬的身心靈。此外，

關山慈院從5日起，於每週三夜間開設「大關山普悠瑪門診」，

提供鄰近關山地區的傷者及家屬就醫。

 ◆ 2018.12.01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西醫學中心與鳳凰

衛視，於洛杉磯聖蓋博喜來登酒店舉辦「第二屆國際中醫藥文化

節」電影欣賞會，並宣布慈濟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合作，以慈

濟的社區義診中心為平臺，推動中西醫整合醫療服務。

 ◆ 2018.12.01 馬來西亞慈濟人醫會以「氣候變遷對人類健康的影響」為主題，

於1、2日在檳城慈濟洗腎中心舉辦論壇，共有一百三十三人參加。

 ◆ 2018.12.02 慈濟人醫會與移民署高雄港國境事務隊、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農

委會漁業署等單位合作，於前鎮漁港漁民服務中心為外籍漁工舉

辦義診活動，提供牙科、眼科、外科、心臟科及皮膚科等十個專

科診療，共服務五十八人次。

 ◆ 2018.12.04 花蓮慈濟醫院通過美國心臟協會（AHA）認證，成為該協會花東

地區心血管急救訓練中心，是日舉行揭牌儀式。

 ◆ 2018.12.07 花蓮縣衛生局主辦、花蓮慈濟醫院承辦的東區醫療網計畫，在衛

生福利部辦理的「一○七年度全國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

計畫成果發表競賽」中，勇奪績效獎、創新獎、人氣獎，花蓮慈

院並榮獲東區標竿醫院績優獎。本日舉辦「整合醫療照護落實雙

臺東關山慈院中醫科

為普悠瑪列車翻車事

故傷患及家屬發起義

診活動。醫師沈邑穎

（左）以電療方式，

為害怕針灸的傷患治

療。攝影／王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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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轉診暨出院準備計畫成果發表會」，邀請花蓮、臺東兩縣醫療

院所代表分享交流。

 ◆ 2018.12.08 花蓮慈濟醫院檢驗醫學科舉辦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為十二

位醫檢實習學生進行醫病溝通與採血技能操作測試。此外，為促

進東部地區醫療院所交流，本次特別邀請門諾醫院檢驗科臨床教

師共同參與。

 ◆ 2018.12.08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舉辦第五屆醫療數位學習研討會，邀請學者專

家、醫療專業人士等，針對「AR」、「VR」、「MR」等虛擬

科技與醫療的結合與運用，進行探討與分享，逾二百人參與。

 ◆ 2018.12.09 中區慈濟人醫會與社團法人臺灣先天性心臟病關懷協會，於臺中

靜思堂為先天性心臟病病童及家屬舉辦慶生感恩會，並安排醫療

專題講座、家屬經驗分享等活動，交流照護經驗。

 ◆ 2018.12.09 北區慈濟人醫會本年度與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等單位合作，於臺北

車站共舉辦四場外籍勞工健康關懷暨愛灑人間活動，是日進行最

後一場服務。

 ◆ 2018.12.14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六家醫院於臺中慈濟醫院舉辦「病人與我們的

故事」全人關懷照護聯合競賽，以「敘事護理」方式說明平日護

理照顧病人個案的過程，透過分享與交流，學習如何觀察病人身

心的深層需求，推動全人、全家、全隊的照護。

 ◆ 2018.12.14 臺中慈濟醫院舉辦「高齡友善社區成果發表會」，來自十八個社

區與日間照護關懷據點、近五百名長者共襄盛舉，組隊上臺表演

並參與趣味競賽。

 ◆ 2018.12.14 慈濟印尼分會與金光集團及印尼陸軍合作，14、15日於西加里曼

丹省的新當市（Sintang）舉辦眼科義診，為罹患白內障、翼狀

肉的患者進行手術，幫助逾二百人。

 ◆ 2018.12.16 北區慈濟人醫會舉辦新北市平溪區本年度最後一場義診活動，約

一百九十位醫護人員及志工參與。

 ◆ 2018.12.16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本年度在全臺舉辦一百四十三場捐贈造血幹

細胞驗血活動，連同預約建檔者，共一萬零七百八十人參加。

 ◆ 2018.12.16 北區慈濟人醫會與桃園市勞動局合作，於桃園火車站舊站月臺舉

辦本年度第二次外籍移工健康檢查，提供內科、牙科、皮膚科、

復健科及中醫科等科別服務及衛教宣導。

 ◆ 2018.12.17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失智症據點

成立滿一周年，17至19日在醫院大廳舉辦成果展，除了展出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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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工藝作品外，也邀請長者們上臺表演，展現學習成果。

 ◆ 2018.12.19 新北市衛生局舉行一○七年度醫院督導考核表揚典禮暨標竿學習

經驗分享，臺北慈濟醫院榮獲優等，由副院長徐榮源代表受獎，

醫療品質中心副主任蕭宗賢也受邀分享醫病共享決策（SDM）推

動經驗，做為標竿學習。

 ◆ 2018.12.20 臺中慈濟醫院中醫團隊進行梨山巡迴醫療服務已屆六年，共完成

二百零七診次，服務三千八百四十四人次，於20日晚間舉辦歲末

祝福感恩會，並與鄉親分享八段錦及養生十六宜等保健方法。

 ◆ 2018.12.21 第二十一屆「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21日舉行頒獎典禮，花蓮、

大林、臺中三家慈濟醫院與慈濟基金會，共獲得十項2018年國家

品質標章（SNQ）。此外，評審單位從近三百項獲得標章的參賽

項目，評選出二十六個團隊頒發「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慈濟

骨髓幹細胞中心以慈濟基金會名義，為骨髓幹細胞中心暨志工團

隊具名參加「醫療週邊類／公益服務組」評比，以「髓遇而安—

全球獨特志工網絡締造生命重生新契機」獲得銀獎；花蓮慈濟醫

院以「下泌尿道手術病人導尿管引起膀胱不適症狀護理照護」獲

得護理照護服務類銅獎殊榮。

 ◆ 2018.12.23 東區慈濟人醫會於臺東縣長濱鄉舉辦義診，提供內科、外科、牙

科、眼科及中醫科診療，共服務一百四十九人次。

 ◆ 2018.12.24 馬來西亞柔佛州鄭女士罹患惡性皮膚纖維肉瘤，深受臉部巨大腫

瘤所苦，是日在慈濟馬來西亞笨珍聯絡處志工及家人陪同下，至

花蓮慈濟醫院接受治療。

 ◆ 2018.12.31 臺中慈濟醫院醫護人員及慈濟志工一行三十多人，至臺中市西區

中興停車場探訪街友，送上薑茶、熱食及痠痛貼布，並關懷他們

的健康狀況。

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

林俊龍（左五）帶領

醫療團隊與志工代

表，出席第二十一屆

「國家生技醫療品質

獎」頒獎典禮，眾人

於領獎後歡喜合影。

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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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年表教育年表

一月

 ◆ 2018.01.02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所屬檳城、峇六拜、北海、高淵、吉打、新山

慈濟幼兒園新學年開課，共招收三百六十三位學生，其中新生

一百四十一人。 

 ◆ 2018.01.05 臺北市大安區第三十二期大愛媽媽成長教室圓緣，六十多位成員

齊聚慈濟師大禮居共修處，交流在學校推廣品格教育的經驗，並

分享個人成長心得。

 ◆ 2018.01.09 慈濟大學「無毒有我」教育宣導團隊前往臺中市成功嶺舉辦宣導

活動，共有六百三十六位國軍參加。

 ◆ 2018.01.10 志玄文教基金會新竹終身學習活動中心彩墨工筆畫班，10至28日

在新竹縣立美術館舉辦年度師生聯展，藉此讓學員互相觀摩，並

推廣中心課程訊息。

 ◆ 2018.01.12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資訊科技與管理

系、長期照護研究所、全人教育中心師生，組成「社區關懷與高

齡健康促進」計畫團隊，本日在吉安鄉好客廣場舉辦「顧健康、

呷百二──社區長者健康檢測」活動，把制式的檢測項目，包裝

成有趣的闖關遊戲，包括測血壓、血糖、血脂、體脂肪、甲狀腺

超音波、身體組成分析（InBody）、體適能檢測、疊杯體驗，共

吸引一百多位長者參加。

  特別的是，這並非單純的衛教宣導或單一科系的服務學習。該計

畫於2017年8月經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經

費補助，聚焦於「在地關懷」與「永續發展」，包含了高齡健康

促進、銀髮健康活化、部落人文關懷、資訊科技管理平臺，讓學

慈科大護理系教師陪

伴學生一起為社區長

者測血壓、血糖、血

脂。圖片／慈濟科技

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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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師生發掘社區長者照護需求、促進健康、延緩失能，建構社區

健康促進體系。

  蒐集社區長輩最精準的第一線資料數據，才能分析花蓮高齡長

輩的健康問題，進一步提供解決之道。為了契合臺灣長期照護

的社會現況，慈科大特地組成跨系所、跨單位、跨領域團隊，

期望藉此奠定健康促進與長期照護的跨業合作模式，建置健康

照護平臺。

 ◆ 2018.01.15 慈濟大學天空學院課程「人文飄香：靜思茶道」與「現代柯南之

跟著瑪斯一起探索檢驗世界」，獲得教育部「磨課師標竿課程

獎」；此次有十五所大學計二十二門課獲獎。 

 ◆ 2018.01.15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15日舉行臺灣整形外科、顯微重建醫學會

暨慈濟醫療法人大體模擬手術訓練營「無語良師」啟用典禮，介

紹八位老師的生前行誼，以及慈濟模擬手術教學人文與特色；19

日舉行送靈、感恩追思暨入龕典禮。 

 ◆ 2018.01.19 慈濟科技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系19至21日舉辦寒假育樂營，將

闖關遊戲結合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立體列印

（3D）、智能機器人等科技，吸引十四所國小共一百零六位三

至六年級學生參加。

 ◆ 2018.01.19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假日部落教室」19至21日於校內為臺東利

稻、霧鹿、桃源部落學童，舉辦護理人文體驗營，安排酒駕體

驗、老人體驗、傷口包紮等課程，並邀約慈大附中小學部學生與

部落孩子進行交流，共五十六人參加。 

 ◆ 2018.01.20 臺南慈濟高中舉辦「有品無塑‧生活更有溫度」環保宣導活動，

由學生自製宣導看板，在教職員和慈濟志工的陪同下，四百零九

人分成十五個定點、四十三條動線，在臺南火車站、高鐵臺南

站、孔廟、赤崁樓等地沿街推廣少用塑膠製品，獲得一千多人簽

名響應。

 ◆ 2018.01.20 慈濟新竹聯絡處親子成長班戶外課程，首次安排學員到仁愛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晨曦發展中心，關懷輕度心智障礙院生。

 ◆ 2018.01.21 臺北市南港區慈濟親子成長班於東區聯絡處舉辦義賣活動，所得

捐作國際賑災基金。

 ◆ 2018.01.21 美國新澤西州中部慈濟人文學校舉辦中文演講比賽，設定禮節、

簡樸、合作、心靈成長等主題，鼓勵學員將所學人文理念融入講

稿，並用中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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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1.21 慈濟大學副校長劉怡均帶領教務處、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華語中

心等單位代表，21至25日於泰國，拜會臺灣駐泰代表童振源，討

論泰北華校師資及華語教學人才培育計畫，並與姊妹校馬希竇大

學、那里宣大學洽談教學及學術合作交流。

 ◆ 2018.01.26 慈濟科技大學興建護理大樓，大樓為四層樓建築，規劃包含基本

護理實驗室、內外科護理實驗室、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中心

（OSCE）等空間，本日開工。

 ◆ 2018.01.27 新加坡慈濟大愛幼教中心27、28日參與慈濟新加坡分會舉辦的

「百萬好心雲來集，無量善心過好年」新春義賣會，邀請親師生

擔任義賣志工，藉此傳達志工精神，以及勸募的意義和目的，共

募得四千三百九十五元。

 ◆ 2018.01.28 臺南慈濟高中28至30日於花蓮靜思精舍舉辦第三梯教職同仁寒暑

假合心共識營，由校長張經昆帶領六十八位同仁從精舍生活體驗

及參訪中，了解慈濟歷史與志業精神；共識營自2017年寒假開始

分三梯次進行，前兩梯次已有一百一十五人參加。

二月

 ◆ 2018.02.01 臺南慈濟高中與大林慈濟醫院於1至3日合辦第二屆「大林慈濟醫

院青年醫療體驗營」，計四十位對醫療工作有興趣的學生參加。

 ◆ 2018.02.02 慈濟大學與北區慈濟教聯會2至4日於慈大合辦第三屆師親生學群

營，推介各科系特色、資源與發展，全臺逾八十所國、高中師

生，計二百三十五人參加。 

 ◆ 2018.02.05 泰國馬希竇大學附設西里拉醫院（Siriraj Hospital）四十位代表，

參訪慈濟大學、花蓮慈濟醫院及靜思堂，觀摩慈濟人文與專業整

合之醫學教育。  

 ◆ 2018.02.05 慈濟大學5至9日派員至印尼，先後在萬隆、日惹及三寶瓏參加

「2018年臺灣高等教育展」，並於6日與加查馬達大學（Universitas 

Gadjah Mada）、8日與迪波內戈羅大學（Universitas Diponegoro）簽

訂合作意向書，亦和馬瑞那薩大學（Maranatha Christian）、克瑞達

大學（Krida Wacana Christian）洽談學術交流合作。 

 ◆ 2018.02.06 慈濟大學為改善對外網路頻寬不足的問題，與東華大學簽署「區

網合作備忘錄」，由東華大學提供區網中心機房空間與資源，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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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慈大建構「TCU-Net 3.0」，以提升區網連結頻寬，並讓校本部

與人文社會學院兩校區的網路，能互為備援及分流，更具有高負

載及容錯之特性。

 ◆ 2018.02.06 花蓮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和花蓮縣社會工作師公會，以「0206花蓮地震」為題，在慈濟

大學合辦「災難救援社會工作與資源整合研討會暨第三次網絡平

臺會議」，與會政府單位代表及民間團體、社會工作者、志工、

學生等近二百人。

 ◆ 2018.02.08 花蓮慈濟教育志業體師生投入「0206花蓮地震」賑災，本日起於

政府收容所縣立體育場、中華國小設置「課輔陪伴閱讀中心」，

陪伴避難兒童。

 ◆ 2018.02.09 美國加州洛杉磯的核桃慈濟小學與蒙洛維亞慈濟小學、大愛幼兒

園，於蒙洛維亞校區合辦農曆新年慶祝活動，讓小朋友體驗華人

傳統過年習俗。

 ◆ 2018.02.11 慈濟大學十位師生1 1至2 3日在美國加州大學富樂頓分校

（CSUF），進行首次姊妹校交流活動；其間亦參訪慈濟美國總

會、核桃教育園區，並參與橙縣食物銀行志工活動。

 ◆ 2018.02.13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成立「慈濟幼兒園大專校友聯誼會」，第一至

四屆畢業生共九人參加。

 ◆ 2018.02.13 慈濟大學「TCU GPS 3.0 躍升慈大‧深耕東臺」計畫，通過教育

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審查，獲補助金額花東第一。 

 ◆ 2018.02.23 設於泰國清邁慈濟學校中的靜思華語學院，本日揭牌營運，由陳

柱江擔任校長，並進行慈濟大學教育中心掛牌。

 ◆ 2018.02.23 慈濟大學「無毒有我」防毒教育宣導團前往彰化田尾國小舉辦宣

導活動，以話劇表演、更生人志工經驗分享等方式，與四至六年

級共三百八十位師生分享如何遠離毒品戕害。

 ◆ 2018.02.24 慈濟大學生命科學院前院長亦是世界心血管研究權威的李哲夫教

授，2月15日病逝，享壽七十六歲。慈大於24日舉辦追思會，教

授家屬、學術界朋友及慈大師生共逾二百五十人與會，一起緬懷

教授為臺灣學術界的奉獻。

  李教授生於1942年，是土生土長的花蓮人，花蓮中學畢業後進入

臺北醫學院藥學系，再前往美國西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攻讀藥理

博士。畢業後，申請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擔任博士

後研究員兩年，之後受聘於南伊利諾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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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以該校榮譽教授退休。

  雖然長年生活於美國，但李教授心心念念有朝一日能回到臺灣培

育人才，於2001年爭取到第二十屆國際腦血流、代謝與功能研討

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erebral Blood Flow, Metabolism and 

Function）在臺灣舉辦，全世界知名學者齊聚臺灣，同時也開啟

了李哲夫教授到慈大教書的因緣。

  當年李教授看到證嚴上人靜思語「知福、惜福、再造福」，有感

身為花蓮人，希望能在學術頂峰時期延續學術活力，再為花蓮及

臺灣學術界造福，因此自美國退休後，便立即投入慈大的教研行

列，擔任生命科學院院長。2013年退休後，仍然一刻不懈怠，無

論是研究構思，或是學術著作皆不離手；即便是近一年來生病期

間，仍是坐在輪椅上，一手吊著點滴，一手看著研究報告。

  慈大團隊在李教授的帶領下，發現棕櫚酸甲酯是一新強效血管舒

張因子，為血管疾病研究帶來新曙光，並於2011年刊載於最知名

的國際心血管疾病期刊《Circulation》；李教授也發揮他在國際

學術界的影響力，積極邀請學者到臺灣交流，並促成花蓮慈濟醫

院心血管暨代謝體中心成立。

  追思會上，家屬、學術界友人、慈大師生逾二百五十人齊聚一堂

緬懷李教授；中研院院士伍焜玉、陽明大學教授李怡萱、臺北醫

學大學教授闕壯卿等人一一上臺致詞分享與李教授的點點滴滴，

每個人回憶起他，就是對科學研究的堅持和熱情，對朋友熱忱，

也是一個是疼愛學生的老師。

  李教授常常跟學生說：「科學就是要以人文為本。」所有的研究都

不能離開人文的關懷。因此，慈大校長王本榮以「哲人科研嘔心瀝

血，夫子傳道春風化雨」這二句話，感恩李教授對慈大的奉獻。

李哲夫教授開朗的笑

容，將永遠留在大家

的心中，追思會上大

家獻花祝福教授乘願

再來。攝影／李家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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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25 美國加州爾灣慈濟人文學校於爾灣高中棒球場舉辦二十周年親子

運動會暨新春園遊會，參與志工和親師生約六百人。 

 ◆ 2018.02.28 志玄文教基金會臺南終身學習活動中心開辦油畫課程屆滿十五

年，2月28日至4月28日於靜思堂舉辦「社教15／油畫15」畫展，

本日進行開幕茶會，與會志工、學員及民眾約一百人。

三月

 ◆ 2018.03.02 中華民國臨床運動生理學會於慈濟大學舉辦成立大會，包括花蓮

縣衛生局長李宏滿，慈大校長王本榮、醫學院院長楊仁宏、體育

教學中心主任黃森芳，以及花蓮慈濟醫院醫師、護理師、呼吸治

療師等人與會。 

 ◆ 2018.03.03 慈濟科技大學3、4日為四百八十一位護理系公費生舉辦人文營，

安排生活教育課程與志工服務體驗，讓學生到花蓮榮譽國民之家

清理環境，並陪伴關懷長者。 

 ◆ 2018.03.04 加拿大多倫多慈濟人文學校為低年級和會話班學生舉辦慈濟歌選

推廣活動，讓學生輕鬆學習華語，並了解歌詞中的人文意涵，親

師生、志工共一百三十一人參加。

 ◆ 2018.03.05 菲律賓馬尼拉亞典耀大學（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副校長

荷西克魯斯領隊，至慈濟大學進行交流。 

 ◆ 2018.03.08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Yabi兒童劇團」，8至24日

陸續在花蓮縣壽豐、瑞北、鳳仁國小及慈濟大學，演出五場《魔

幻森林》兒童劇；該劇以友誼的真諦為主題，融合性別平等、環

境保護、愛惜食物等議題。 

 ◆ 2018.03.09 慈濟品格教育於二○一七學年度開始進入美國加州聖伯納汀諾

郡（San Bernardino）瓊斯小學（Juanita Blakely Jones Elementary 

School），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品格教育志工團隊每兩週一次在

該校正式授課時間為五、六年級學生進行教學。

  由於該校許多學生來自貧困家庭，不是住在收容所就是寄養家

庭，校長羅曼．佛拉斯哥（Ramon Velasco）告訴志工，中、高

年級生在過去五年，每年都有多位被勒令停學或開除，而這學年

人數從以往的二十二人減少到兩人，這都要感謝品格教育的引

導，讓孩子建立積極正面的態度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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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羅曼校長邀請慈濟教育團隊為全校師生進行環保大堂課，

以減少學生隨手亂丟垃圾的問題。課程於2018年3月9日分兩梯次

進行，包括室內靜態分享與室外資源回收分站實作，當中安排資

源分類趣味競賽，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將手邊的垃圾或回收

物投入對應的桶子，再由志工與學生一起檢視最後的成果，提升

學習興趣，也加深他們對資源回收的認識。

  校長也希望將慈濟品格教育從五、六年級普及到各年級中，甚至

是推廣到整個學區。而第一步就是希望慈濟為校內教師進行培

訓，讓他們成為正式的品格教育講師，促成了3月26日的第一場

品格教育種子教師精進營，羅曼校長與七位導師全員出席五個小

時的培育課程。

  課程中，志工分享慈濟教案並與導師們進行雙向交流，討論如何

將品格教育的精神實現在班級的教學上。課後，志工設計品格教

育培訓評估表，希望導師針對精進營給予回饋，大家除了給予熱

烈的迴響，更紛紛表示非常推薦慈濟培育課程，也期待下一次的

精進營。

 ◆ 2018.03.10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師生以「連動式安全針具」、「具感應之傷

口教學模型」，分別獲得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護理創新競賽獎」優良和佳作獎項。 

 ◆ 2018.03.15 新北市新泰區慈濟親子成長班選定心福護理之家為機構關懷的戶

外教學場地，共有五十八位學員參加。 

 ◆ 2018.03.17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檳城慈濟幼兒園與安親班17日遷入佛教慈濟教

育中心，志工及教育志業體職工、親師生共一百四十八人禮拜

〈法華經序〉，為中心祈福；26日開課。 

 ◆ 2018.03.18 慈濟大學第四屆慈懿業師引航計畫啟動，邀請七位在各行各業有

3月9日的資源分類實

作課程，志工以實物

講解說明，讓學生清

楚什麼是垃圾，什麼

是可回收資源。攝影

／曾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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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慈誠懿德會志工擔任業師，分別在3月18日、4月1日為學

生進行就業指導、職涯歷程分享等課程；此後，學生開始跟隨業

師學習直至10月。  

 ◆ 2018.03.19 馬來西亞砂拉越州美里省十三間華文學校校長組成考察團，19、

20日於臺灣花蓮參訪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及慈大附中，了解

慈濟教育志業理念與實行狀況。參訪緣於慈濟大愛媽媽在美里中

華公學陪伴學生已逾八年，校長因此相當認同慈濟，並向其他華

校校長提議到臺參訪。 

 ◆ 2018.03.21 慈濟科技大學與上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簽約，合作成立「銀髮族健

康管理3+4專班」，由慈科大護理系、醫務暨健康管理系開設相關

課程，讓上騰工商學生可不分科系選修課程，並抵免大學學分；慈

科大亦開設長期照護相關證照輔導班，免費輔導學生考照。

 ◆ 2018.03.24 慈濟大學舉辦第二十四屆十公里路跑，逾七百人參加。

 ◆ 2018.03.25 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3月25日至5月4日在慈大校本部，舉

辦春季成果展「春畫開樂」，展示水彩、國畫、毛線編織、手作

布包、國樂、民謠吉他等課程的學員作品。

 ◆ 2018.03.25 慈濟大學25至31日派員至馬來西亞，先後在新山、峇株吧轄、巴

生、吉隆坡及丹絨士拔參加「2018臺灣升學教育展」，介紹慈大

教育特色與學習環境。

 ◆ 2018.03.25 慈濟美國德州奧斯汀聯絡處人文班舉辦復活節義賣活動，往年所

得皆捐予慈濟教育基金會，有感於2017年全球災難頻傳，故本年

改捐作慈濟國際賑災使用。

 ◆ 2018.03.28 臺南慈濟高中小學部舉辦「綠色奇蹟X小小救將」兒童節活動，

設計慈悲科技、大愛感恩科技、環境保護等闖關活動，讓學生學

習環保和救災知識；中學部師生亦把握機會，參與慈悲科技和大

愛感恩科技分站活動，體驗各項救災設備。

 ◆ 2018.03.29 「全美社會教育人文研習營」3月29日至4月1日在慈濟北加州志

業園區進行，主題「花說妙法、茶流法水」，參與的人文學校教

師、茶花道培訓教師及志工共一百二十人。

四月

 ◆ 2018.04.01 慈濟科技大學與聚落書坊文教發展協會合作推廣親子共讀，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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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耕樓（研究大樓）地下一樓設立健康故事屋，本日開幕。故

事屋收藏兩千多本健康、環保、藝術、心靈類繪本，每週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十一時三十分開放，並安排故事志工進行導讀。

  現今許多家長都會將平板或手機當作「幼童保母」，除了有害眼

睛發育，孩子的情緒也容易焦躁不安。因此健康故事屋透過看繪

本、說故事的親子共讀過程，傳達最正確的健康概念，也可增加

親子互動，讓親子共讀成為家庭活動之一。尤其，繪本教學沒有

先入為主的觀念，也沒有制式的長篇大論或說教，可以讓孩童從

故事中反思，學習效果比上課聽講更好。

  故事屋開放後，聚落書坊的故事志工將定期舉辦健康繪本說故

事，慈科大也招募閱讀學生志工，希望吸引更多大學生投入志工

服務。

 ◆ 2018.04.08 彰化慈濟青少年成長班與慈濟青少年籃球家族聯誼會結合芳苑鄉

公所、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水利署第四河川局等單位團體，

在王功漁港舉辦淨灘活動，共清出重逾一公噸的垃圾和可回收資

源。 

 ◆ 2018.04.08 慈濟加拿大分會4月8日、5月6日舉辦本年度人文學校儲備教師培

訓兩階段課程，以因應每年的教師異動，並提升教學品質；課程

內容由2月成立的「課程發展小組」負責規劃、執行。

 ◆ 2018.04.09 慈濟科技大學外籍生9至13日於校內舉辦異國美食義賣，並將盈

餘捐予慈濟，作為「0206花蓮地震」賑災之用。 

 ◆ 2018.04.13 印尼慈濟國際學校中學部學生會舉辦第一屆慈善義跑活動，並將

募款所得全數捐予印尼癌症基金會。

 ◆ 2018.04.14 慈濟科技大學舉辦第二十五屆十公里越野路跑靜思精舍之旅，共

一千四百五十一位師生參加。

健康故事屋開幕當

天，說故事志工以玩

偶搭配故事內容，吸

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圖片／慈濟科技大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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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14 臺南慈濟高中國小部一、二年級在安平慈濟環保教育站進行體驗

學習活動，共一百九十八位親師生參加。

 ◆ 2018.04.20 臺灣慈濟教聯會三位教師前往馬來西亞進行人文教育交流，20

日在雙溪大年聯絡處進行靜思語教學種子教室研習課程，共有

二十九位來自吉打、威省和檳島慈濟人文學校的教師及行政人員

參加；22日參加怡保慈濟人文學校首次「Happy老師‧心希望」

教師營，與慈濟人文學校師資及外校教師共一百一十二人，分享

靜思語教學經驗。

 ◆ 2018.04.21 美國西雅圖慈濟人文學校慶祝創校二十周年，邀集學生、校友、

慈青、慈少、慈幼、家長和志工，於旺尼塔湖邊公園（Juanita 

Beach Park）進行淨灘，共六十三人參加。

 ◆ 2018.04.27 慈濟大學與花蓮慈濟醫院合辦《愛‧不罕見：罕見疾病生命故事

影像寫真書》新書發表會，並致贈三十本予罕見疾病基金會。該

書由慈大出版，收錄慈院醫師與慈大醫學生關懷罕病家庭的照

片，以及描述患者生命故事的詩文稿，期望藉此讓社會大眾更了

解罕見疾病，給患者支持與關懷。

五月

 ◆ 2018.05.02 臺南慈濟高中小學部舉辦孝親感恩系列活動，2日學生以才藝表

演、按摩等方式，向每週三入班說故事的大愛媽媽道感恩；4日

由五年級學生演繹《父母恩重難報經》，5日為一、三年級的奉

茶浴足禮，共約六百位家長參加。

 ◆ 2018.05.02 慈濟大學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合辦校園徵才

就業博覽會，共二十多家廠商到場，提供七百多個職缺。

 ◆ 2018.05.04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於靜思精舍進行第二十屆加冠暨傳光典禮，共

七十五位二年級學生將於暑假進入醫院實習。

 ◆ 2018.05.05 桃園楊梅慈濟青少年籃球家族聯誼會舉辦母親節孝親感恩活動，

由志工引導學員烹煮菜餚，慰勞家長的辛勞，共七十八人參加。

 ◆ 2018.05.05 慈濟大學醫學系本年度以「雋刻」為主題，舉辦「無語良師」感

恩追思音樂會，邀請第一屆至今的大體老師家屬共襄盛舉，逾

五百人參加。

 ◆ 2018.05.08 慈濟大學「無毒有我」反毒宣導團隊在彰化縣福興鄉日新國小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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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講座，約一百一十位師生參加。

 ◆ 2018.05.09 臺南慈濟高中高一師生六十七人前往鴻佳啟能庇護中心，關懷身

心障礙者。

 ◆ 2018.05.11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舉辦第二十七屆加冠典禮，共三百五十六位

二年級生將進入醫院實習。

 ◆ 2018.05.12 慈濟大學與印尼迪波內戈羅大學（Universitas Diponegoro）締結

姊妹校。

 ◆ 2018.05.12 慈濟科技大學參加「2018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

賽」，以「好神通造口便袋」獲得「護理與幼保群」第一名。

  大腸癌蟬聯臺灣十大癌症榜首多年，病人在切除腫瘤後，沒了括

約肌控制排便，必須在腹部設置短暫或永久的腸造口（俗稱人工

肛門），也等於一輩子都要貼上便袋、收集糞便。

  然而，市售造口便袋大多數以下方單開口，作為清洗、排氣的

進出路徑，容易因放屁脹爆造口便袋，導致大便滲漏，造成皮

膚浸潤、搔癢，甚至形成新的傷口、造口脫垂或腸造口周圍疝

氣等合併症，增加便袋更換頻率及住院天數。同時，清洗不便

的操作過程，也容易造成病人、家屬或護理人員，產生污穢的

負向心理感受。

  「好神通造口便袋」研發團隊以簡化操作流程為設計核心，以便

利性、簡易性、經濟性、人性化為導向，不但多了側耳設計可加

強單片式便袋固定，還增加上方開口，方便塗抹藥物、填補造口

粉；下方開口可接沖洗管路，能避免糞便沾汙，還能隨時清潔、

放屁，省去拆裝的繁雜步驟，減少替換便袋。更能讓病人外出

時，就近到超商、公廁清洗，減少不適感，進而重拾自信心，踏

出家門與社會互動。

慈科大「好神通造口

便袋」獲得「護理與

幼保群」第一名佳

績，研發團隊一同接

受殊榮。圖片／慈濟

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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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15 慈濟大學學生執偶劇團「偶來了」以海洋垃圾為主題，推出戲

碼《公車歷險記二──海洋冒險》，5月15日、6月1日在稻香國

小，5月25日在吉安國小演出。

 ◆ 2018.05.17 花蓮慈濟高中小學部設立大愛環保科技館及靜思閱讀書軒，本日

揭幕。

 ◆ 2018.05.19 慈濟大學醫學系於靜思精舍舉辦第二十屆授袍典禮，由證嚴上人

為五十三位將進行醫院臨床實習的學生掛上聽診器。

 ◆ 2018.05.20 馬來西亞雪蘭莪靜思書軒慈濟人文學校舉辦雙親節慶祝活動，安

排學生與家長到檀香晚晴苑安老機構、美嘉園殘缺兒童中心體驗

一日志工。

 ◆ 2018.05.20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在靜思精舍舉辦第四屆授袍暨宣誓典

禮，四十位學生接受證嚴上人授予聽診器，並自下學期開始，分

別在各家慈濟醫院先後進行西醫見習一年、中醫實習一年。

 ◆ 2018.05.23 慈濟科技大學與花蓮慈濟醫院簽訂學術研發合作契約，雙方將共

同投入研究、技術轉移、諮詢輔導等，並增加學生臨床實習、教

育、專題講座與實務指導。

 ◆ 2018.05.25 慈濟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舉行授袍典禮，五十一位學生將

於7月開始至臺北榮民總醫院、臺北慈濟醫院、高雄長庚醫院等

十四家醫院進行五個月的實習。

 ◆ 2018.05.26 紐約、長島、波士頓、新澤西州北部、新澤西州中部慈濟人文

學校及布碌崙親子班團隊，26、27日參加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第

四十五屆年會，交流校務經驗，並安排學生參加演講、歌唱、文

化專題簡報等才藝競賽，展現教學成果。

 ◆ 2018.05.26 慈濟大學馬來西亞檳城社會教育推廣中心和大愛媽媽，於靜思堂

合辦「幼兒人文生活美學工作坊」，分享臺灣「幼兒生活美學」

師資研習營的課程內容，檳城、峇六拜、北海、高淵、吉打、新

山等六所慈濟幼兒園教師、教育志工共一百零六人參加研習。

六月

 ◆ 2018.06.01 慈濟科技大學舉辦「2018全國健康與管理實務研討會暨專題競

賽」，邀約全臺大專院校學生發表學習成果，共有十所學校十四

科系，計五十一組學生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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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以「健康促進類群」、「醫務管理類群」、「健康產業管理

類群」、「經營管理類群」、「品質與行銷類群」、「其他相關

領域類群」為主題，並分為口頭報告、海報發表。

  與會評審分別是弘光科技大學健康事業管理系主任馮兆康、銘傳

大學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副教授翁永卿、亞東技術學院管理暨健

康學群長廖又生、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吳文彬、

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教授徐錦興等專家學者。

  評分內容包含主題重要性、文獻引用、研究架構呈現清楚、資料

收集說明詳細、結果具實務貢獻、服裝儀容與態度、表達能力、

時間掌控等。期望透過學界交流互動研討，落實理論與實務，提

升師生專業能力。

 ◆ 2018.06.01 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舉辦第七屆實習生宣誓授袍典禮，共有

五十三位學生於7月前往醫院展開為期六週的實習。 

 ◆ 2018.06.03 加拿大北多倫多慈濟人文學校在於人高中（Unionville High 

School）舉辦畢業、結業典禮暨成立五周年慶，親師生約五百人

共襄盛舉。學校於2013年9月開辦時，僅十一個班級，學生不足

二百人，今有十六個班級，計逾三百位學生。

 ◆ 2018.06.09 彰化慈濟快樂兒童班9、10日舉辦一○六學年度圓緣暨歡送畢業

生活動，首日響應世界環境日、世界海洋日，志工、學員及家長

約一百人前往王功海堤淨灘。 

 ◆ 2018.06.09 馬來西亞雙溪大年慈濟人文學校9、10日於慈濟雙溪大年聯絡處

舉辦親子營，透過闖關遊戲、花道體驗、奉茶等活動，促進親子

關係，共一百七十人次參加。 

 ◆ 2018.06.17 馬來西亞怡保慈濟人文學校舉辦雙親節「蔬食烹飪觀摩賽」，邀

請家長與學生合作烹煮素食料理，藉此促進親子互動並推廣蔬

食，共三十組親子參加。

參賽學生除了設計海

報發表，還必須在有

限時間內向評審說明

研究成果。圖片／花

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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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25 慈濟大學與中國大陸深圳大學締結姊妹校。

 ◆ 2018.06.27 臺南慈濟高中暑期醫院志工隊6月27日至7月14日分三梯次於大

林、臺中慈濟醫院服務患者，共一百零二位師生參加。

 ◆ 2018.06.30 慈濟大學獲教育部評選為「一○六年度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績優

大專校院」，由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組長陳建智代表至桃園市

政府領獎；本年度有八所大專校院獲獎，慈大為連續二年獲得。

七月

 ◆ 2018.07.02 《遠見》雜誌公布「2018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慈濟大學獲評

為私立大學第九名、醫科大學第六名、教學表現第十二名。

 ◆ 2018.07.03 慈濟青少年籃球家族聯誼會新泰恆毅組舉辦臺北慈濟醫院暑假音

樂志工表演活動，共四十五位學員、家長、大愛媽媽及社區志工

參加。

 ◆ 2018.07.06 慈濟基金會6至8日在澎湖聯絡處舉辦人文環保科學營，由慈濟科

技大學師生與當地志工一起帶動環保實作、海洋與我、害蟲防治

等課程，共五十位三至五年級學生參加。

 ◆ 2018.07.10 慈濟大學與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長庚醫院，在慈濟大學合辦

「兒虐議題之教育推廣與提升警政人員專業兒保效能」花蓮場次

研討會，近百位醫護人員、教師、婦幼警察、社工人員等與會。

 ◆ 2018.07.14 慈濟大學與法務部、教育部、衛福部等主管機關合作宣導反毒，

14、15日在新北市保長國小、思賢國小和臺北市天母國小，以及

慈濟東區、蘆洲、雙和、基隆等四個聯絡處，舉辦七場希望種籽

暑期生活營，為國小三年級以上學生建立反毒、拒毒的觀念。

慈濟反毒講師透過自

製道具，向孩子解說

毒品的可怕，並請大

家謹記終極絕招「遠

離吸毒者，知道有人

吸毒，要趕快向父

母、師長通報」。攝

影／鄧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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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7.16 慈濟基金會人力資源處幼托室第四梯次「幼兒生活美學」師

資研習營，16至18日在新竹靜思堂舉辦，臺灣、馬來西亞共

一百三十六位幼教同仁及志工參加。 

 ◆ 2018.07.28 慈濟淡水共修處人文推廣手語班舉辦「愛爹音樂會」，提前慶祝

父親節，約一百四十人參加。

 ◆ 2018.07.29 新加坡慈濟大愛幼教中心參與「娃娃遊園樂」計畫，推派教師接

受保育集團培訓，並於本日安排三十六位學童到河川生態園進行

戶外教學；該計畫由推廣華文學習委員會和新加坡野生動物保育

集團推動。

 ◆ 2018.07.31 臺南慈濟高中國小部參加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第四屆「水土

保持酷學校種子學校推廣計畫」，並通過遴選，成為二十所種子

學校之一。

八月

 ◆ 2018.08.01 慈濟大學醫學系通過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評鑑，

效期為2018年8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評鑑於2017年12月4至7

日進行，2018年7月4日行文通知結果。  

 ◆ 2018.08.01 慈濟大學為提升學校競爭力，進行學院重整，原生命科學學院系

所納入醫學院，並新增「國際暨跨領域學院（國際學院）」。

 ◆ 2018.08.07 慈濟科技大學7至17日舉辦「2018服務學習、人文及跨文化課

程」，設計書法、花道等中華文化課程，並安排榮民之家長者

關懷、慈濟環保站實作等服務學習體驗，吸引日本、韓國、菲律

賓、中國大陸等四國九校，計七十一位師生參加。

 ◆ 2018.08.09 慈濟大學華語中心9至18日舉辦「柬埔寨華語人文營」，安排華

語、中華文化、慈濟人文、志工實務、文化采風等課程，吸引柬

華理事總會、啟華學校、聯華學校共二十八人來臺學習。

九月

 ◆ 2018.09.02 臺南慈濟高中師生投入「0823熱帶低壓水災」安心關懷行動，由

校長張經昆帶領二十位教職同仁、慈中校友，與慈濟志工一起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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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受災鄉親。

 ◆ 2018.09.09 慈濟英國聯絡處於伍德橋高中（Woodbridge High School）成立倫

敦慈濟人文學校，本日開學，共有八十七位學生報到。

 ◆ 2018.09.12 韓國廣播公司（KBS）紀錄片製作團隊，12至17日於臺灣慈濟大

學拍攝「無語良師」模擬手術課程，希望讓更多韓國人知道無

語良師的精神。證嚴上人於8月獲頒第二十二屆韓國萬海和平大

賞，引起社會大眾對慈濟的好奇，因而促成此次拍攝。

 ◆ 2018.09.15 慈濟科技大學師生9月15日至10月20日，在花蓮、高雄、臺南、

臺中、宜蘭、新北演出六場《小綠公主》兒童劇，推廣以德養

善，種善因得善果的理念，吸引逾三千位親子觀看。

 ◆ 2018.09.26 慈濟科技大學舉辦樂齡大學暨樂齡研究苑開學典禮，本學期共

一百一十一位長者入學。 

 ◆ 2018.09.30 慈濟科技大學舉辦「2018私校轉型退場與技職再造」東區論壇，

針對「技職教育如何促進經濟發展及社會融合」、「私立學校

如何轉型」及「地方政府及公立大專校院如何協助私校轉型及退

場」三項議題，邀請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學者專家、技職校

院、產業、團體代表與會，進行意見交流及策略討論，作為教育

部政策擬訂的參考。

十月

 ◆ 2018.10.16 慈濟大學所屬的「泛太平洋大學聯盟」與中央地質調查所簽署合

作交流備忘錄，共同推廣在地地質環境教育與防災觀念，本日於

宜蘭大學舉辦聯合記者會。 

 ◆ 2018.10.16 慈濟大學16至26日舉辦「泰國華語人文營」，規劃華語教學、慈

《小綠公主》劇中的白

公主（中）因懶散貪玩

只求速成，在吃下一夜

長成的西瓜後，腹痛難

耐。藉此提醒小朋友們

凡事都要腳踏實地。圖

片／楊麗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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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人文體驗、書法、茶道、花道、文化采風、市區參訪等活動，

泰國彭世洛教育局監督主任訥奇崙博士（Dr. Natchanan）帶領彭

世洛省中小學校長及老師共二十七人參加。 

 ◆ 2018.10.17 慈濟科技大學為9月印尼蘇拉威西島地震災民舉辦募心募愛活動，並

捐出本年度巡迴兒童劇《小綠公主》的影片光碟和繪本義賣所得。

 ◆ 2018.10.18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大樓興建工程，本日舉行上梁儀式，由慈濟教

育志業執行長蔡炳坤，慈科大校長羅文瑞及教務長陳清漂與工程

人員等共同參與祈福。

 ◆ 2018.10.20 臺南慈濟高中國小部舉辦漁光島淨灘活動，親師生共二百一十六

人參加。 

 ◆ 2018.10.24 慈濟大學為9月印尼蘇拉威西島地震、臺灣「1021鐵路事故」等

災變，舉辦募心募愛餐會，共二百人參加。

十一月

 ◆ 2018.11.03 臺南慈濟高中教師帶領九十四位學生，到崇善慈濟環保教育站進

行環保戶外教學。

 ◆ 2018.11.12 慈濟大學護理系學會12至16日舉辦護理週活動，為校內師生提供

體脂肪和握力檢測，以及小臂力鍛鍊、猜題遊戲、綑綁輪椅體驗

等活動。

 ◆ 2018.11.13 臺南慈濟高中獲選為教育部「一○七年度生命教育特色學校」，

本日由校長張經昆代表於南華大學接受表揚。 

 ◆ 2018.11.17 慈濟科技大學舉行二十九周年校慶運動會，並頒獎給傑出校友，以及

服務十年或二十年的教職同仁、優良教師、優良職員、優良導師。

 ◆ 2018.11.18 臺南安平慈濟青少年成長班舉辦掃街暨漁光島淨灘活動，邀約家

慈科大教務長陳清漂

（左起）、校長羅文

瑞及慈濟教育志業執

行長蔡炳坤等人參與

上梁儀式。圖片／慈

濟科技大學提供



398

52
長與學員從慈濟安平聯絡處出發，沿路掃街至漁光島淨灘，約

一百五十人參加。

 ◆ 2018.11.19 慈濟大學為落實在地社會責任與社會參與的精神，與慈濟基金會

合作，11月19至30日於慈大舉辦「慈悲有科技 智慧有人文」慈悲

科技靜態展；12月1、2日舉辦防救災體驗營，共五十七位慈大與

慈科大學生參加。

 ◆ 2018.11.28 慈濟大學舉辦二十四周年校慶運動會。 

 ◆ 2018.11.29 馬來西亞檳城慈濟安親班教師帶領十九位學生參訪瀑布山頂興都

廟（Penang Waterfall Hill Top Temple），讓孩子認識印度裔的文

化習俗，並學習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

 ◆ 2018.11.29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於新南國小演藝廳舉辦「臺南市一○七年度品

德教育特色學校、品德教育及正向管教範例徵選表揚暨分享大

會」，臺南慈濟高中國小部獲選為品德教育特色學校，十位教師

分別獲得「品德教育範例徵選」教案設計國小組特優、優等、佳

作，推動方案國小組優等，個案輔導類特優、優等。

十二月

 ◆ 2018.12.01 大林慈濟大愛幼兒園舉辦歲末感恩活動，規劃親子闖關遊戲，並

為國際賑災募心募愛，共一百三十多人參加。

 ◆ 2018.12.01 加拿大列治文慈濟人文學校每年皆以靜思語為主題舉辦學習成果

競賽，本次為中、高年級生規劃漫畫和作文比賽，幼、低年級則

是首度以動態兒歌唱遊方式進行。

 ◆ 2018.12.04 韓國大邱市新上中學校長及師生一行二十人，4日到臺南慈濟高

中進行交流，5日兩校簽署姊妹校合作備忘錄。

興都廟人員為將白色

粉末點在參訪小朋友

的眉心上，代表祝

福。攝影／莊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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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2.05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師生參加「2018香港創新科技國際發明

展」，以「具感應器之傷口教學模型」、「攜帶型導尿管」雙雙

獲得金牌和特別獎，「好神通造口便袋」獲得銀牌。

 ◆ 2018.12.05 慈濟大學響應國際志工日，於校內發起「集食行善」食物募集計

畫，並將募得的食物捐贈給安得烈食物銀行。

 ◆ 2018.12.06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師生參加第十四屆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SIIF 2018），以「旋轉回縮式安全針具」獲得金牌與特別獎，

「磨藥切藥裝置」獲得銀牌。

 ◆ 2018.12.06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6至9日舉辦「無語良師」初階基礎臨床技

能訓練、醫院醫師的進階訓練課程，共有慈濟大學、臺北醫學大

學、馬偕醫學院、上海交通大學以及慈濟醫師等共五十一位學員參

加；10日為八位大體老師舉行送靈、感恩追思、火化暨入龕典禮。

 ◆ 2018.12.08 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與臺東、東華、佛光、宜蘭大學，以及

蘭陽技術學院、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簽訂「泛太平洋大專校

院學生社團聯盟同意合作條款書」。

 ◆ 2018.12.11 臺南慈濟高中於市立體育場舉行十一週年校慶暨運動會。

 ◆ 2018.12.12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第十五屆畢業成果展「吾微不至Runway」12

至14日在大愛樓展出，五十八位參展學生的畢業製作題目包含平

面類、影像類、論文類、行銷企劃類共二十六組作品。

 ◆ 2018.12.15 馬來西亞吉隆坡慈濟國際學校第二次舉辦招生前的教育團隊精進

研習，15至20日由雪隆分會副執行長蘇祈逢帶領三十三位學校教

職員，在臺灣慈大附中進行交流，以認識慈濟四大志業精神、教

育理念及人文教育特色。

 ◆ 2018.12.17 慈濟科技大學17至26日舉辦「2018馬來西亞親子人文營」，讓馬來西

亞籍國、高中生體驗科大課程，共二十位學生、十七位家長參加。

 ◆ 2018.12.28 慈濟大學獲頒行政院「一○七年國家永續發展獎─教育永續發展獎」。

參加慈濟科技大學

「2018馬來西亞親子人

文營」的馬來西亞籍

國、高中生，體驗醫務

暨健康管理系的划船運

動模擬設備。圖片／慈

濟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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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 2018.01.01 大愛電視開播於1月1日屆滿二十周年，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舉辦

「大愛二十‧為愛堅持」臺慶活動，以《法華經‧序品第一》為

精神主軸，安排影片回顧、見證分享、手語演繹等節目，引領與

會者見證大愛電視做媒體清流的堅持。 

  11日，人文志業體舉行授證暨歲末祝福感恩會，並由二百五十多

位人文志業中心職工及唐美雲歌仔戲團、臺北愛樂、前太陽劇團

首席舞者張逸軍共同演繹《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

  為了圓滿演繹，並藉此凝聚所有同仁的向心力，更加了解慈濟精

神。從一個多月前，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同仁就開始密集練習，由

於平常工作忙碌，只能利用下班後集合，甚至連中午一用完餐，

就投入練習、彩排，才能成就莊嚴的經藏法會。

  演繹之後，證嚴上人升座開示，提醒入經藏團隊，在地球被破壞

的時刻，需要人間菩薩救濟苦難，期許人人莫忘初心，立願肩負

淨化人心之責任。

 ◆ 2018.01.03 苗栗慈濟志工於減災希望工程學校造橋國中舉辦贈書活動，致送

《靜思語：十在心路》予二百四十四位師生。 

 ◆ 2018.01.03 臺北市大同區慈濟志工前往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進行環保宣

導，分享蔬食減碳、攜帶環保餐具、資源回收等觀念，共八十五

人參加。

 ◆ 2018.01.03 中興大學、臺中教育大學、朝陽科技大學、中山醫學大學和嶺東

科技大學等五校慈青社，於臺中靜思堂舉辦聯合期末茶會，期望

藉此凝聚社團成員向心力，也促進校際經驗交流。

人文志業體同仁與藝

術表演者於1月11日的

授證暨歲末祝福感恩

會中，共同演繹《靜

思法髓妙蓮華‧序

品》。攝影／蕭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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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1.04 慧日講堂、廣修禪寺及德林寺等寺院的十一位法師參訪慈濟人文

志業中心，了解慈濟緣起、志業發展概況，以及慈濟如何運用現

代科技弘揚佛法。

 ◆ 2018.01.05 馬來西亞吉打州莪侖鎮（Gurun）的慈濟環保點，位在鎮上菜市

場旁的一棵大樹底下，每月第一個星期五上午，是慈濟志工舉辦

環保日的時間，因此總會聚集一群環保志工進行資源分類，再送

上資源回收商的貨車，如此運作已逾十年。

  樹下的空地，是政府的公有地，因此所有回收物必須在當天整理

完畢讓回收商載走，這也是鎮民跟慈濟人長久以來的默契。曾有

一回志工因回收商休假，而取消當月環保日，結果下個月就收到

了雙倍的回收物，分類工作也必須延長，慈濟志工自此決定往後

環保日一律風雨不改。

  環保志工之中，有年近八十的夫妻檔，有把環保日當另類休息日

的農夫，也有出院不久、不良於行的中風患者，還有人開車送熱

食為大家補充體力……志工的付出也贏得環保商的認同，把回收物

秤重後的紀錄工作交給志工，他告訴志工，因為認定慈濟人都是

善良的好人，所以完全相信志工的紀錄，全部照單全收。

  在這人情味特濃的小地方，無論是什麼方式付出，每個人都是充

滿歡喜。一直到中午時分，回收商把資源載走，志工們也開始清

掃，還原大樹下的清淨地。大家的辛苦付出，唯一的心願就是留

給後代一個乾淨的地球。

 ◆ 2018.01.05 臺北市北投區慈濟志工舉辦「靜思語好話一條街」貼春聯活動，

以中央南路、中央北路、光明路和公館路為主要行進路線，向周

邊店家致送春聯與菩提鐘鼓吊飾。

 ◆ 2018.01.06 中國大陸福建省福鼎市管陽鎮西昆村每週六為環保回收日，本日

面對堆積如山的回收

物，大家不但沒有喊

苦，反而越做越歡

喜。攝影／蔡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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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工走村入戶回收資源，並帶動居民進行分類。

 ◆ 2018.01.06 南投市舉行「配天宮宗教文化祭暨丁酉年祈安三獻清醮祭祀大

典」，境內二十個里6至8日配合齋戒素食。慈濟南投聯絡處為鼓

勵鄉親持續茹素，6至10日免費供應午齋，共吸引八千七百人次

用餐。 

 ◆ 2018.01.06 嘉義布袋慈濟環保站啟用，由志工施哲富無償提供使用。

 ◆ 2018.01.08 位於屏東縣里港鄉鐵店路的里港慈濟環保教育站啟用。

 ◆ 2018.01.10 美國德州慈濟志工於幸福校園計畫學校蘭蒂斯小學（Landis），

舉辦「111世界蔬醒日」推廣餐會，共有七十位老師和工作人員

響應。

 ◆ 2018.01.11 慈濟香港分會舉辦「素味‧親嚐」素宴活動，邀請致力於推動素

食的名人、報社記者、電臺主持人，以及認同慈濟理念的醫師、

教師、公司團體聚餐，凝聚眾力推廣「111世界蔬醒日」，共

九十八人參加。

 ◆ 2018.01.11 慈濟巴拉圭東方市聯絡處推廣「111世界蔬醒日」，舉辦蔬食餐

會，並安排素食料理教學，共一百人參加。

 ◆ 2018.01.11 新加坡慈濟志工邀約素食店家與攤商響應「111世界蔬醒日」，

獲得三十六家業者支持，於本日提供11%消費折扣優惠，以吸引

更多人加入蔬食減碳行列。

 ◆ 2018.01.11 慈濟馬來西亞日得拉聯絡處以蔬食午餐結緣方式，邀約社區居民

響應「111世界蔬醒日」活動，並自備環保餐具來盛裝餐點，總

計供餐一千零三十一份。

 ◆ 2018.01.11 馬來西亞霹靂州安順市的鐘民華文小學二度響應慈濟「111世界

蔬醒日」，在校內供應素食午餐，共七百九十二位親師生參加。

學校自2017年首次響應後，食堂於每月初一、十五皆販售素食餐

點。

 ◆ 2018.01.11 慈濟澳洲柏斯聯絡處響應「111世界蔬醒日」，舉辦素食晚餐聚

會，共一百零七人參加。

 ◆ 2018.01.15 中國大陸江蘇昆山慈濟志工每月一次至昆山前景學校舉辦德育環

保活動，是日透過影片放映、分享討論，讓孩子了解要愛護動物

及蔬食的好處。

 ◆ 2018.01.15 新北市永和區慈濟大愛媽媽團隊15至19日在新惠幼幼兒園及永

和、秀朗、永平、網溪四所國小，演出《塑化的海洋》戲劇，宣

導減用塑膠製品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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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1.23 慈濟臺北內湖聯絡處「大愛環保科技館」本日啟用，館內規劃慈

悲科技、Recycle To Recycle系列、R-PET大愛智慧塑膠系列、PP

文具系列、低碳心生活、壓力布系列等六大展區，當中設有寶特

瓶再生織品的製程展示機器，讓參訪者了解資源再利用及循環經

濟的實體成果。

  啟用當天適逢證嚴上人行腳至內湖聯絡處，參觀館內環保製程一

條龍的佈展。從寶特瓶在環保站，變成瓶磚、酯粒，進而抽絲、

編織，都可以從環保製程一條龍的展示中認識。再到了內湖巧藝

坊，看見了人人在巧藝坊趕工，製作毛毯，其中更包含一千條圍

巾，準備送往葡萄牙賑災。

  證嚴上人仔細走過，讚歎之餘，也提醒年長志工不要認老，「我

們還能做更多更多的事情，把握人間的這個時間，利用我們的生

命，再來增長慧命，累積智慧，福慧雙修。」

 ◆ 2018.01.25 高雄大寮慈濟志工第三年協助臺灣電力公司高雄訓練中心辦理

「新進人員慈善關懷教育訓練」課程，帶領四十六位臺電員工至

松喬老人養護中心，學習如何慰訪長者。 

 ◆ 2018.01.26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於泉州市晉江市龍湖鎮魯東村老人協會舉

辦環保宣導活動，分享主題「減塑行動，從我做起」，並與居民

進行資源分類。

 ◆ 2018.01.27 中國大陸福建泉州慈濟志工舉辦人醫志工聯誼茶會，邀約泉州市

第一醫院、第二醫院等單位的醫療人員參與，了解慈濟醫療人

文，及交流醫療個案關懷經驗。

 ◆ 2018.01.27 慈濟香港分會舉辦首次抄經班活動，共一百五十六人參加。

 ◆ 2018.01.27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慈濟環保站啟用，並訂每週六為環保日；該站

位於南陽路50巷內，由地主無償借用。

證嚴上人仔細參觀回

收寶特瓶再製的過

程，對於將無用的廢

棄物化為大用，表示

肯定。圖片／花蓮本

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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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 2018.02.03 高雄市左營區慈濟志工應邀至凹子底森林公園，參加高雄市環保

局「十犬十美過好年」國家清潔週活動，透過寶特瓶再製產品，

向大眾宣導資源回收的觀念。

 ◆ 2018.02.12 馬來西亞吉蘭丹中華獨立中學響應慈濟蔬食減碳的呼籲，12日開始

推行每月一次的全日素食運動，全校共三百五十五位師生參加。

  該校於2016年12月開始邀請慈濟志工到校舉辦環保講座，之後校

方更多次組團到慈濟環保站參訪，加強師生的環保理念及學習資

源分類方法，並在2017年中設立校內回收站。

  志工把握因緣，2017年9月23日到學校舉辦「蔬醒」講座，推廣

健康蔬食、環保減碳的觀念，獲得老師及學校董事支持，開始計

畫在校內推動素食。考量校廚沒有烹煮素食的經驗，學校主動邀

請志工予以指導，促成了11月4日的素食烹飪交流。

  而在首次的素食日，學校也邀請志工到校品嘗，並與校廚再次

交流素食料理，希望藉此提升菜餚的可口度，引發學生對素食

的喜愛。

 ◆ 2018.02.12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及臺灣各佛教團體、學術單位與媒體合

辦「2017心念微電影大展」，以「讓愛傳出去」為主題，廣邀大

眾拍攝融合善行、佛法等元素的微電影參賽，於本日公布六件得

獎作品，並安排在大愛電視或主辦單位相關網站播送。

 ◆ 2018.02.14 慈濟基金會第一屆「FUN大視野‧想向未來──青年公益實踐計

畫」，共吸引二百四十五個團隊提案參加，2月14日初審出三十

組入圍團隊，再於3月3日在新店靜思堂進行決審，選出十組隊

伍。通過決審者，可參與培力課程，並獲得獎助經費、業師等資

源連結和輔導。

吉蘭丹中華獨立中學

推動素食日，學生都

吃得津津有味。攝影

／丘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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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16 緬甸慈濟志工參與由仰光省政府與緬甸華人社團合辦的春節活

動，在華區唐人街設攤，以素餐結緣方式推廣蔬食，並邀約民眾

加入志工行列；當天有十八人報名參加志工培訓。

 ◆ 2018.02.16 嘉義慈濟志工應縣政府環保局邀請，協助拍攝「2018臺灣燈會」

環保宣導影片，並於2月16日至3月11日動員約二千人次，在燈會

展區以舉牌、快閃表演等方式，向大眾宣導資源回收觀念。

 ◆ 2018.02.18 高雄慈濟志工把握高雄燈會藝術節的因緣，2月18日至3月3日在

河西路燈會區設攤，與大眾分享資源回收、蔬食減碳等環保觀

念。

 ◆ 2018.02.22 臺北市文山區慈濟志工與大愛媽媽於溪口國小，為全校一百二十

位四年級生舉辦「長高有撇步&蔬食甜筒DIY」活動，除了邀請

臺北慈濟醫院營養師到場介紹蔬果的營養與重要性，也引導學生

自製蔬食甜筒，並宣導蔬食減碳觀念。

 ◆ 2018.02.22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22至24日參加第十七屆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MTE），以「高彈力機能透氣肢體壓力服」，獲得發明展金

牌、大會特別獎、馬來西亞發明與創新協會（MACRI）特別

獎，以及印尼發明和創新促進協會（INNOPA）特別獎。

 ◆ 2018.02.24 慈濟香港分會24、25日在粉嶺聯和墟舉辦社區書展，透過靜思出

版品、淨斯產品，向大眾推介慈濟志業。

 ◆ 2018.02.24 臺中市北屯區慈濟志工第四年協辦三光里元宵節活動，於會場三

光國中供應鄉親湯圓及素餐點，並設計闖關遊戲，宣導使用環保

餐具與蔬食減碳觀念。

 ◆ 2018.02.24 臺中慈濟志工應市政府環保局邀請，2月24日至3月11日「2018

中臺灣元宵燈會」期間，出動人力支援會場的資源分類與回收

宣導。

 ◆ 2018.02.24 慈濟新北市淡水共修處人文推廣手語班舉辦元宵彩繪鼓仔燈活動，

邀請鄉親走進慈濟社區道場，自製創意燈籠，並一起為「0206花蓮

地震」受災者點燈祈福，參與鄉親及志工逾一百三十人。

 ◆ 2018.02.24 彰化縣溪湖鎮公所於鎮內七處知名景點舉辦走春活動，慈濟志工

於其中的鳳山禪寺設攤推廣資源回收、物命延續的觀念，並引導

鄉親使用回收物製作童玩及飾品。

 ◆ 2018.02.25 慈濟加拿大北多倫多聯絡點首次獲邀，參加安大略省省議員莫偉

力（Reza Moridi）舉辦的灣景社區中國新春慶祝活動，志工除了

表演慈濟手語歌，也致送《慈濟》月刊予出席者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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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25 慈濟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第十四年參加中國城商場「新春園遊

會」，設攤推廣環境保護、「竹筒歲月」及造血幹細胞捐贈唾液

採樣。

三月

 ◆ 2018.03.01 中國大陸上海慈濟志工自2013年7月起，於每月第一個週四在黃

浦區西藏中路地鐵站進行夜間環保活動；本日活動中，居民除了

送來已分類好的資源，也與志工共同整理回收物。 

 ◆ 2018.03.02 藏傳佛教薩迦派第四十二任法王之妻達格默（Dagmo Kalden）等

人參訪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並與人文志業副執行長葉樹姍互贈結

緣品。

 ◆ 2018.03.04 每年3月的第一個週四是「澳洲清潔日（Clean Up Australia 

Day）」活動在全國展開的日子，本年度慈濟澳洲分會、墨爾

本聯絡處、黃金海岸聯絡處、柏斯聯絡處同步響應，共邀集了

二百八十八人清掃社區環境。

  其中，分會已是第二十五次參與清掃，志工和往年一樣，在伊士

活社區的店鋪走廊、廣場、停車場和公園做清掃；第十九次參加

的墨爾本團隊以慈青為主，本次為了邀集更多年輕人共襄盛舉，

慈青從2月就開始邀約，當天獲得逾四十位大學生支持。

 ◆ 2018.03.05 中華國際普陀山總會理事長聖平法師等十三位法師參訪慈濟人文

志業中心。 

 ◆ 2018.03.08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邀請精實管理專家李玉珍，8至13日為

新聞部、總務室及科工部，舉辦精實工作坊。 

墨爾本慈濟志工帶著

孩子響應澳洲清潔

日，一同上街撿拾垃

圾。攝影／詹惠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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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09 臺灣慈濟教聯會志工鄭花、葉瑞芬及黃秀菊老師，9至11日於中

國大陸福建省福州市及福鼎市進行慈濟人文教育交流活動，分享

靜思語教學經驗。 

 ◆ 2018.03.09 中國大陸上海市閔行區弘梅小學校長受慈濟環保理念啟發，在校

開設環保社團，邀請慈濟志工開課。本日首次上課，志工運用生

動的短劇演出，讓學生懂得保護環境從自己做起。

 ◆ 2018.03.10 中國大陸福建連城慈濟志工與連城縣教育局10至11日合力舉辦首

次慈濟教育人文交流活動，邀約城區幼教人員齊聚連城縣慈濟幼

兒園交流，提高學前教育教學品質。 

 ◆ 2018.03.10 中國大陸廣西慈濟志工受南寧市瑞寶幼兒園老師邀請，入園進

行環保愛灑活動，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教導孩子節水及資源分類

的常識。

 ◆ 2018.03.10 馬來西亞吉蘭丹州瓜拉吉賴縣卡然岸村三十五位村民，參訪靜思

書軒吉蘭丹店及慈濟環保站。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於「2014年東海

岸水災」後，曾在該村援建簡易屋，並將資源回收觀念傳入當

地，村民羅哈娜女士因此在住家旁設立環保點，帶動村民做回收。

 ◆ 2018.03.11 慈濟基金會於臺北慈濟醫院舉辦第一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培力

課程，讓十組通過決審的隊伍互相交流，並邀請YAHOO！奇摩

內容企劃總監李怡志、Impact Hub Taipei創辦人陳昱築等人到場

分享。

 ◆ 2018.03.12 中國大陸湖南石門慈濟志工自2015年起於楊坪社區進行環保活

動，陸續展點翰林苑小區、夾山鎮完全小學，是日志工至楊坪社

區向住戶及商家回收資源，並分類整理。

 ◆ 2018.03.16 慈濟第二屆「救將！防救災體驗營」於新店（3/16-18）、高雄

（3/23-25）靜思堂舉辦，共一百二十九位對永續發展、氣候變

遷、防救災等社會公共議題有興趣之十八至三十五歲青年參加。

 ◆ 2018.03.17 中國大陸浙江餘姚慈濟志工結合當地志工及鄉親，於3月17日至4

月29日至茭湖古道、穴湖水庫及陸埠鎮，進行四次的淨山、掃街

環保活動。

 ◆ 2018.03.18 中國大陸福建福鼎慈濟志工本日搭船前往 山島，為東角、中灶

村的環保站啟用揭牌，並鼓勵當地居民加入做環保，讓家園更美

麗。東角村領導楊萬龍分享：曾經村子裡的這條路很髒，剛開始

發動群眾做環保，大家都認為這個舉動很傻，沒有必要，現在村

民們只要一有空就會來做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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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島推廣環保源自於居民殷麗蓉，她陪伴在福鼎市上學的兒

子往返兩地，2013年接觸到慈濟的環保宣導活動時，想到自己

的家鄉是這麼美麗，卻到處是垃圾，當下發心要做環保。雖曾

被認為怎麼可能帶動得起工作忙碌的漁民做環保，但有心就不

難，殷麗蓉將環保做到讓市委書記感動，而指示 山鎮政府要

落實環保工作；五年多來，逐步提高居民的環保意識，物資回

收達一百多噸重。

  山島是中國大陸十大美麗海島之一，島上有六個自然村，居民

兩千多人，近年來旅遊業發展興盛，越來越多的遊客，加上海漂

物多，帶來了為數不少的垃圾量。有了慈濟志工的投入，政府的

支持，當地居民環保意識的抬頭，共同落實資源回收，實踐環保

理念，必定能留住 山島一片美好風景。

 ◆ 2018.03.18 美國加州慈濟核桃教育園區「靜思小築」開幕。

 ◆ 2018.03.23 「第七十期全球靜思生活營」23至26日舉辦，臺灣、馬來西亞、

菲律賓等十二個國家地區，計四百三十四位學員參加。

 ◆ 2018.03.24 慈濟新加坡分會受邀至淡濱尼天地（Our Tampines Hub），參加

東北社區發展理事會的環保宣導活動（Just One Earth Day），志

工以說故事、益智遊戲等方式，向參與的親子推廣環保觀念。

 ◆ 2018.03.25 慈濟成都大愛親子班於中國大陸四川省慈濟成都大愛感恩環保科

技園區展開，為期三個月共三次的課程，提供家長與孩子相互溝

通、共同成長的平台。

 ◆ 2018.03.25 中國大陸慈濟蘇州志業園區展開慈濟人文環保學堂，學員透過網

路報名參與，課程為期三個月共五堂課，以慈濟環保理念安排課

程內容，讓家長與孩子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 2018.03.25 中國大陸福建志工於泉州市進行「慈濟泉州第三次教師交流研討

中國大陸福建省福鼎市

山中灶環保站啟用，

志工與鄉親歡喜揭牌，

期盼接引更多人一同來

做環保，淨化地球。攝

影／鄭爾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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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當地教師八十餘人參與，共同研討靜思語教學教案，並交

流教學經驗。

 ◆ 2018.03.25 慈濟印尼分會以《無量義經》為二十五周年活動主題，為了讓志

工更了解經文意涵，於靜思堂舉辦首次抄經班活動，以觀看附有

印尼文翻譯的證嚴上人開示影片《菩提心要》開場，再抄寫中印

版〈無量義經偈誦〉，共三百零四人參加。

 ◆ 2018.03.25 慈濟與臺中市環保局合辦「綠色生活市集」，由中區慈濟志工、

慈青、親子成長班等共二百五十六人，在勤美誠品綠園道上設置

食、衣、住、行、育、藝、樂等主題攤位，向往來大眾宣導環保

知識與理念。 

 ◆ 2018.03.28 印尼雅加達瑪麗‧約瑟夫初中（SMP Marie Joseph）為慶祝「聖

週（Holy Week）」，同時推廣謙卑與孝順的觀念，邀請慈濟志

工到校帶動浴足活動，共二百一十七位親師生參加。

  該校校長魯熙雅（Lusia Sri Rejeki）之所以會邀請志工協助，是

因為觀察到許多家長忙於工作，學生則是忙於學習和玩手機，親

子的關係越來越疏遠，讓她感到相當憂心。由於校長時常在慈濟

的人文班看到浴足活動，所以這次特地邀請志工到校舉辦浴足儀

式，引領學生洗滌內心的污垢，也是表達對父母的孝心。

  魯熙雅向志工表示，「這個活動的意義，對我們來說是懺悔的好

時機。在耶穌受難日之際，希望瑪麗‧約瑟夫初中的學生們，能

夠效仿謙虛的耶穌，願意放下身段替門徒浴足，為父母浴足也是

代表孝順之心。」

 ◆ 2018.03.30 慈濟澳洲墨爾本聯絡處3月30日至4月1日在桑密營區（The 

Summit）舉辦慈青生活營，以災難模擬形式進行，激發學員應

變能力，並從中習得鑽木取火、簡易淨水等技能，含工作人員共

瑪麗‧約瑟夫初中的

家長與學生在慈濟志

工帶動浴足後，感動

地擁抱在一起。攝影

／Fammy Kosas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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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人參加。 

 ◆ 2018.03.31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邀請心理諮詢師，為國小教師舉辦兩場

「自我探索心靈成長」課程，共一百六十二人參加。近年來馬國

教育政策多變，分會觀察本年新聞時有教師因壓力過大而情緒失

控的報導，遂舉辦課程，原訂一場，因報名踴躍而增為兩場。

四月

 ◆ 2018.04.01 馬來西亞雙威大學十八位學生選擇蒲種慈濟環保站作為社會服務

的學習地點，慈濟志工把握機會向學生講解分類與回收的知識，

並引導他們進行實做。

 ◆ 2018.04.01 印尼雅加達慈濟志工在大愛二村舉辦生活教育活動，共有二十一

位志工、二十八位慈濟國際學校師生、七十九位大愛二村孩童參

加，清掃村內街道及水溝。

 ◆ 2018.04.02 彰化縣鹿港鎮慈濟大愛媽媽自編《含糖飲料知多少？》話劇，並

組成減糖行動劇宣導列車，自2017年10月17日起，在縣內學校巡

迴演出，本日於溪州鄉潮洋國小進行第二十二場，共八十三位師

生參加。

 ◆ 2018.04.04 桃園市慈濟志工參加「2018桃園農業博覽會」，4月4日至5月13

日在環境永續、特色農業等區設置攤位，推廣靜思人文產品，以

及資源回收、節約能源等環保觀念。

 ◆ 2018.04.04 中國大陸福建泉州慈濟志工4至5日舉辦暑期親子營，課程以孝

道、尊師、環保等主題進行，並引導孩子培養好的生活習慣。

 ◆ 2018.04.05 屏東縣慈濟志工響應環保局「資源循環 幸福南國」資源回收宣

導活動，本日出動二十三人在墾丁大街上駐點，引導參加音樂季

的民眾進行垃圾分類。

 ◆ 2018.04.05 慈濟參加「2018臺北素食養生展」，5至8日於臺北世貿一館設攤

推廣淨斯產品。

 ◆ 2018.04.06 中國大陸河南慈濟志工帶領社區志工前往江蘇省，參訪昆山慈濟

環境教育基地，了解慈濟環保理念與作法。

 ◆ 2018.04.07 中國大陸福建福州慈濟志工於慈濟福州聯絡處進行環保活動，除

了宣導環保知識，亦引導居民回收分類；本日活動為會所地點自

2017年8月移至雙子星大廈後的首次日間環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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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07 大愛電視首度與客家電視臺合作推廣客家文化，推出《好客劇

場》，本日起，每週六、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在大愛二臺播出客

家電視臺製作的客語戲劇，首部戲劇為《阿婆的夏令營》。

  大愛電視自成立以來，一直為推廣臺灣多元族群文化而努力，曾

製播多部與客家族群生活形態相關的劇集，如《最美的雲彩》、

《我家方程式》、《萬里桂花香》、《七輩婦》等《大愛劇場》

故事，都是以戲劇手法呈現多元的客家文化風采。

  《好客劇場》將播出的戲劇，還包含《十里桂花香》、《大將徐

傍興》、《新丁花開》等，期待藉此讓更多觀眾認識、喜歡溫暖

且豐富的客家故事。

 ◆ 2018.04.07 屏東慈濟志工與環保志工共一百二十人前往高雄，參訪岡山志業

園區大愛環保科技館及巧藝工作坊，了解回收寶特瓶再製成賑災

毛毯的過程。 

 ◆ 2018.04.08 馬來西亞哥打丁宜慈濟志工應邀到培華華小（S J K(C) P e i 

Hwa），為四、五年級共一百四十二位學生舉辦環保講座，並引

導孩子實做資源分類。

 ◆ 2018.04.09 大愛感恩科技於1月通過荷蘭管制聯盟（Control Union）全球回收

標準（GRS 3.0）續證，並於本日收到證明書。大愛感恩科技於

2011年首次通過認證，此為第六次續證成功。 

 ◆ 2018.04.10 慈濟日本分會環保幹事王美玲於自家舉辦每月一次的「ECO膳」

蔬食料理分享會，邀請左鄰右舍一起製作、享用蔬食午餐，並在

過程中與大家分享蔬食減碳、節約能源等環保觀念，以及落實在

生活中的方法，也把握機會介紹慈濟志業精神和發展狀況。

  這樣的活動模式從2017年1月開始，在此之前，王美玲曾多方嘗

試在社區推廣環保，發現鄰居之間鮮有互動，對於地球環境的變

《好客劇場》開播

前，客家電視臺臺長

張壯謀於3月28日參訪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並與大愛電視總監葉

樹姍合影。攝影／劉

哲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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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也少有危機感，才決定舉辦「ECO膳」，並在區公所刊登活動

訊息，希望吸引更多日本民眾來響應。

  經過一年多的累積，參加人數從最初的兩位，慢慢增加到目前平

均十五位左右。參加的成員來自不同背景，各有不同的特長與喜

好，大家互相學習也促進彼此的相互關懷，讓原本存在彼此間的

隔牆漸漸消失，尤其是臺灣志工還能藉此學習日本文化的精神與

生活規矩。志工更期待每一位參與者都能再成為傳導者，帶動各

自的近鄰親友落實蔬食與環保，為減緩地球暖化盡一分心力。

 ◆ 2018.04.14 新北市北投區慈濟志工受邀參加「2018年北投樂活節」，以「愛

地球很簡單」為主題，在七星公園設攤向民眾宣導蔬食減碳、節

約能源的環保觀念。

 ◆ 2018.04.14 明志科技大學四十六位師生到板橋慈濟志業園區環保站進行環保

教育研習，向志工學習資源分類方法。

 ◆ 2018.04.15 中國大陸無錫慈濟環保教育基地、無錫商業大廈大東方股份有限

公司、無錫廣播電臺聯合舉辦「與愛同行、發現美好」環蠡湖公

益徒步活動；活動報名費人民幣二萬五千元捐於慈濟作為推廣環

保之用。

 ◆ 2018.04.15 新北市中和區慈濟志工參與秀義里「新店溪淨灘活動」，與社

區志工、新板獅子會、中和同濟會等團體，一起撿拾秀朗橋下

的垃圾。

 ◆ 2018.04.17 慈濟巴西聯絡處與牛頓醫師（Newton）合作，本日起每週二在哥

季亞市（Cotia）岡巴尼亞小學（Campaninha），為二十名學生進

行一個小時的數學輔導與品格教育課程。

 ◆ 2018.04.19 新北市汐止國中規定全校學生每學期都要到校內的慈濟環保教育

站，進行一次資源回收分類學習，19、20日八年級五個班級共約

慈濟志工透過蔬食料

理的交流，增進雙方

的文化理解，也順利

將環保觀念傳達給每

一位參與者。攝影／

陳文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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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位師生參加。該校於2011年邀請志工在學校籃球場旁空

地搭設環保教育站，就近帶動師生落實環保生活。

 ◆ 2018.04.21 屏東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與慈濟屏東分會選定力里山，舉

辦「世界地球日淨山愛警聯誼運動」，共九十人參加。

 ◆ 2018.04.21 宜蘭慈濟志工受邀參加冬山國小校慶活動，為特教班規劃孝親奉

茶活動，引導學童向父母道感恩，並設攤宣導資源回收觀念。

 ◆ 2018.04.21 苗栗慈濟志工響應世界地球日，發起後龍鎮水尾沙灘淨灘活動，

邀請水尾里社區環保義工及後龍國中親師生共襄盛舉，含志工共

一百七十五人參加。

 ◆ 2018.04.21 新北市泰山區慈濟志工響應世界地球日，21日於市立圖書館泰山

分館前、戶政事務所前及全興路、福興三街交叉路口空地，各

舉辦一場快閃宣導活動，以樂器演奏、唱歌等方式，推廣蔬食減

碳、節約能源等環保觀念；22日，林口區志工也在竹林山觀音寺

廣場進行環保快閃宣導。

 ◆ 2018.04.21 新北市新莊區慈濟志工響應世界地球日，21、22日先後在思賢和

丹鳳國小舉辦「環保愛地球」闖關活動，吸引逾四百人參加。

 ◆ 2018.04.21 大愛臺舉辦「大愛之友回娘家」活動，21日邀請臺中、彰化，22

日邀請高雄、屏東及桃園的護持者到臺北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參

訪，了解志業推展現況與方向，共五百零一人參加。

 ◆ 2018.04.21 臺中市北屯區慈濟志工響應世界地球日，出動五十二人前往公

園、市場、大賣場等地，舉牌宣導蔬食減碳、節約用水、不用塑

膠袋等環保觀念。

 ◆ 2018.04.21 慈濟美國總會參與「第二十三屆洛杉磯時報書展（LA Times 

Festivals of Books）」，21、22日在展場南加州大學設攤推廣靜思

出版品，並介紹慈濟志業足跡。展前，總會為志工舉辦八週的英

文讀書會，加深志工對證嚴上人著作的了解。

 ◆ 2018.04.21 汶萊慈濟志工應邀至詩里亞中正中學小學部，與四百四十八位師

生分享慈濟環保理念，以及資源回收、分類的方式。

 ◆ 2018.04.22 中國大陸四川省成都市金堂縣淮口鎮政府與慈濟基金會合作進行

「綠色行動‧美麗淮州」環保項目，本日於慈濟成都大愛感恩環

保科技園區舉辦啟動儀式，共同推動環保實踐，力爭全鎮垃圾減

量百分之五。

 ◆ 2018.04.22 雲林縣斗南鎮慈濟志工獲邀至大潤發斗南店，與店家一同響應世

界地球日，向顧客宣導減用塑膠、資源回收等環保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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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22 臺中市南屯區慈濟志工與環保志工舉辦世界地球日街頭環保宣導

活動，於春社慈濟環保站周遭、春社市場及彩虹眷村等地，向鄉

親說明資源回收的重要性。

 ◆ 2018.04.22 馬來西亞雪蘭莪靜思書軒慈濟志工於萬撓安固城（Rawang 

Anggun City）設置靜思人文展，向社區民眾推廣蔬食減碳、資源

回收等環保觀念。

 ◆ 2018.04.25 「留給我們的孩子一條清徹的河流，留給我們的孩子一個碧藍的

天空……」中國大陸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神仙水公園裡響起〈留給

孩子一個乾淨的地球〉歌曲，輕鬆愉悅。東莞慈濟志工受厚街鎮

政府邀請，本日共同進行「守護青山綠水，從我做起」環保宣導

活動，現場設置海報宣傳、環保諮詢等區域，志工更以生動的話

劇表演，傳達環保知識。

  志工以環保小劇場《地球公公生病了》，輕鬆又活潑地引起孩子

的注意，再以環保十字口訣「瓶瓶罐罐紙電1357」教導如何區分

資源回收類別。志工問：「回家要怎麼做環保？」孩子們齊聲回

答：「沖一沖、壓一壓、踩一踩、蓋起來。」清脆的童聲將活動

氛圍推致高點，小小年紀，環保觀念不輸大人。在公園的另一

邊，志工運用海報導覽環保知識，從「清淨在源頭」到「一日五

善」，日日減碳到減緩地球暖化，降低欲念惜物愛人從我做起。

  環保推廣活動雖然只有短短地一個上午，但已經提升參與者的環

保意識；愛護環境人人有責，環保從自己做起，從每一個家庭做

起，共創綠色幸福家園。

 ◆ 2018.04.25 馬來西亞芙蓉慈濟志工應邀至啟華華文小學，為三至六年級學生

舉辦環保宣導講座。

 ◆ 2018.04.27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4月27日至5月8日參加第一百一十七屆巴黎國

中國大陸廣東省東莞市厚

街鎮神仙水公園進行「守

護青山綠水，從我做起」

環保宣導活動，東莞慈濟

志工受邀宣導環保。志工

演出《地球公公生病了》

話劇，傳達環保理念。攝

影／李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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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發明展「雷平發明競賽」（Concours Lepine），以「高彈力機

能透氣肢體壓力服」獲得金獎。

 ◆ 2018.04.28 南投慈濟志工二度受邀為埔里天后宮「媽祖文化節──千人行腳

‧祈福萬人」遶境信眾供應午齋，並把握機會宣導珍惜資源、蔬

食減碳的環保觀念。

 ◆ 2018.04.28 印尼大愛臺為鼓勵年輕人發揮音樂創意，帶動社會美善風氣，

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28日舉辦「大愛之聲」歌唱比賽、音樂

創作比賽，共吸引五百七十二人參加。

 ◆ 2018.04.29 中國大陸湖南慈濟志工受寧鄉縣灰湯鎮雙盆村領導邀請，於該村

進行環保宣導活動，本日志工帶動村民至東騖山淨山，及分享資

源分類回收的觀念及方法。

 ◆ 2018.04.29 臺中市大里區慈濟志工參與化仁里舉辦的大里溪淨溪活動，並向

其他參與者推廣節約能源及蔬食減碳的環保觀念。

 ◆ 2018.04.29 中國大陸廣東東莞慈濟志工於黃江寶山森林公園舉行淨山環保宣

導活動，撿拾垃圾、清掃步道及向遊客宣導環保知識，並將資源

分類後回收。

 ◆ 2018.04.29 新北市板橋、樹林、三峽及土城區慈濟志工偕同社區民眾，一行

四百多人前往三峽長壽山淨山，並打掃元亨堂周遭環境。

 ◆ 2018.04.29 中國大陸江西慈濟志工於南昌市陽光學校進行靜思語教學活動，

以攻站方式，讓學生在活潑的互動中學習孝道、感恩、團結等為

人處世的道理。

 ◆ 2018.04.30 南投縣草屯鎮慈濟志工於碧洲里溝仔墘活動中心，為參與龍德廟

保生大帝遶境的信眾供應素食午餐，並推廣蔬食減碳、資源回收

的環保觀念。

五月

 ◆ 2018.05.01 彰化縣田中鎮慈濟志工協助三潭國小舉辦孝親敬師感恩茶會，共

四百五十位親師生參加。

 ◆ 2018.05.01 慈濟基金會與慈濟科技大學為鼓勵更多大專院校學生參加第二屆

「全國慈悲科技創新競賽」，1至17日先後在南臺科技大學、正

修科技大學、臺灣科技大學、逢甲大學、元智大學、慈濟科技大

學，舉辦「門洛帕克奇才──尋找青年愛迪生」創意分享暨慈悲



416

52
科技創新競賽說明會。

 ◆ 2018.05.02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獲得《遠見》雜誌第十四屆企業社會責任獎傑

出方案類「環境友善組中小企」獎項、第一屆社企之星獎。

 ◆ 2018.05.04 新北市土城國小「靜思閱讀書軒」成立。

 ◆ 2018.05.04 高雄市楠梓區慈濟志工連續三年在母親節前夕，協助油廠國小舉

辦孝親奉茶愛灑活動，本次共五十二位親子參加。

 ◆ 2018.05.04 臺南慈濟志工本年度在安南區土城的正統鹿耳門聖母廟香醮大典

「土城仔香」舉辦期間（2/4-2/6），累計出動九十人次，在廟埕

上設立洗碗區，清洗、消毒遶境隊伍使用的環保餐具，並向香客

宣導垃圾減量、珍惜資源的觀念。

  洗碗區的運作包括過濾剩餘菜渣、熱水去油、洗碗精清洗，再以

清水洗滌，最後是熱水汆燙消毒再瀝乾，才將暖暖的碗盤交給遶

境人員使用。

  一條龍順暢的作業流程，緣自六年前慈濟志工周淑茹落實「清淨

在源頭」的心念。聖母廟刈香遶境行程，每天從清晨出發，接近

隔日凌晨才返回，廟方為體恤參與人員及香客的辛勞，會在附設

餐廳免費供應素食自助餐。考量用餐人數龐大、工作人員有限，

因而僅能提供一次性餐具讓大家使用。

  為了解決大量垃圾問題，周淑茹在2012年向廟方提出建議，希望

將供餐用的免洗餐具改成環保餐具，並由志工團隊承擔募集餐

具，以及重複使用時的洗淨、消毒工作，所需工具也由志工自

備。志工的誠心獲得廟方首肯，在2015年第二次運作時，廟方更

是主動提供鍋具讓志工使用，同時準備五百雙不鏽鋼筷及大量的

環保碗、餐盤，投入刈香供餐。

  志工持續地宣導，雖然仍有少數香客使用一次性餐具，但志工將

慈濟志工與社區志工

一同投入「土城仔

香」供餐環保餐具的

清洗工作，人人各司

其職，要讓香客安心

使用。攝影／黃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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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碗過程視作是一種無聲的說法，帶動著廟方、影響著會眾，每

當洗好一份餐具，就是為地球、為生物多爭取一些喘息的空間。

 ◆ 2018.05.05 臺北市南港區慈濟志工與南港火車站舉辦「椿萱恩重 孝親感

恩」母親節奉茶活動，向民眾宣導孝順觀念。

 ◆ 2018.05.05 海明禪寺、法心精舍、無為精舍等道場的十六位法師，在結束中

正紀念堂浴佛彩排後，參訪雙和慈濟環保教育站，並與志工一起

進行資源分類。

 ◆ 2018.05.06 宜蘭縣三星鄉憲明國小「靜思閱讀書軒」成立。

 ◆ 2018.05.08 屏東大學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師生六十九人，參訪岡山慈濟志業

園區大愛環保科技館和巧藝工作坊，了解資源回收再利用的過程。

 ◆ 2018.05.08 大愛感恩科技環保毛毯獲頒全美急難救援志工組織（NVOAD）

「年度創新獎（2018 Innovative Program of the Year）」，由慈濟

美國總會副執行長曾慈慧代表受獎。

 ◆ 2018.05.09 新北市新莊區慈濟志工在中港國小舉辦母親節孝親感恩會，參與

親師生約四百五十人。

 ◆ 2018.05.10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10至12日參加第二十九屆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創

新科技展（ITEX），以「高彈力機能透氣肢體壓力服」獲得發

明展金牌、泰國國家科學與科技發展委員會特別獎。

 ◆ 2018.05.11 高雄市彌陀區、苓雅區慈濟志工與大愛媽媽分別協助彌陀國小、

福康國小和中正國中舉辦母親節孝親感恩活動，三校親師生約

二千人參加。

 ◆ 2018.05.12 中國大陸江蘇省昆山市前景學校蓬朗校區親師生，參訪昆山慈濟

環境教育基地，學習環保分類方法。

 ◆ 2018.05.13 中國大陸福建福鼎慈濟志工前往管陽鎮管陽村進行淨河活動，經

村領導叮嚀安全後，一百三十位志工展開河邊清掃工作。晚間邀

請鄉親參與環保宣導活動，分享西昆村推行環保經驗，及資源分

類回收知識。

 ◆ 2018.05.14 中國大陸南京慈濟志工受上海市行知實驗中學邀請，為初三學生

進行靜思語教學課程，不同於學科課程的品德教育內容，減輕他

們升學考試的壓力。 

 ◆ 2018.05.15 新北市私立大愛幼兒園師生二十六人參訪汐止慈濟環保教育站，

體驗資源分類。

 ◆ 2018.05.15 慈濟美國總會媒體製作中心於紐約羅賓威廉斯戲院，舉行「On 

the Buddha’s Path─Compassion In Action」佛教微電影首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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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映《The Peace Inside》、《From Trials to Freedom》、《Ripples 

From Compassionate Hearts》、《Second Chances》等四部佛教徒

感化受刑人的紀錄短片，逾一百七十五人參加；其中《The Peace 

Inside》是慈濟志工陪伴受刑人二十多年的故事。

 ◆ 2018.05.18 慈濟雲林北港聯絡處是白沙屯媽祖進香鑾轎的必經之地，志工第

六年為信眾供應素麵線羹，並增加蔬食減碳、資源回收的宣導。

 ◆ 2018.05.19 臺中市東區慈濟志工舉辦岡山志業園區大愛環保科技館和巧藝工

作坊參訪活動，讓環保志工及眷屬藉由寶特瓶製成毛毯的過程，

見證資源回收的價值，共八十一人參加。

 ◆ 2018.05.19 美國南加州慈青聯合畢業典禮於橙縣聯絡處舉辦，美國總會執行

長黃漢魁等人到場祝福，勉勵二十位畢業生未來仍能繼續為人群

付出。

 ◆ 2018.05.21 慈濟馬來西亞巴生支會應邀於樹人國民型華文小學舉辦環保講

座，約八百位學生參加。

 ◆ 2018.05.21 巴西慈濟志工在哥季亞市（Cotia）岡巴尼亞小學（Campaninha）

舉辦靜思語教學課程，與教師分享如何透過以殘疾人士為主題的

話劇演出，引導學生在生活中實踐感恩、尊重、互愛與寬容。

 ◆ 2018.05.22 臺中市東區力行國小二十八位師生到東區慈濟環保教育站進行戶

外教學，向志工學習資源分類方法。

 ◆ 2018.05.24 彰化師範大學慈青社舉辦「蔬醒時代」講座，邀請慈濟志工分享

蔬食減碳的環保觀念，約三十位學生參加。

 ◆ 2018.05.24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教師團到臺灣觀摩環保推動經驗，本日參訪臺

北市內湖慈濟環保教育站。

 ◆ 2018.05.26 高雄市林園區慈濟志工每月在港埔社區舉辦一次蔬食饗宴愛灑活

動，提供素食菜餚，邀約鄉親共餐話家常，本次有三十人參加。

 ◆ 2018.05.26 臺南市新化高中師生參訪新化慈濟環保教育站，學習志工的資源

回收經驗；活動採自由報名，共四十一位學生參加。

 ◆ 2018.05.27 中國大陸江蘇昆山慈濟志工受昆山市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邀

請，結合孝親感恩活動慶祝該會成立二十周年，本日於慧聚寺舉

行；志工演繹《親恩浩連天》音樂手語劇部分曲目，並設置「水

立方」分享水資源的寶貴。

 ◆ 2018.05.28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第十二年在釋迦院佛堂衛塞節花車遊行

時推廣資源回收，有感於往年民眾多專注在遊行隊伍上，本次除

了在行經道路旁設置七個回收點，也申請慈濟環保車加入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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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出動志工隨車宣導。

  早在2000年，志工便開始參與遊行，最初只是跟著隊伍一起宣揚

佛教，直至2007年，才以不同的形式參與慶典，不再加入遊行隊

伍，而是在花車行經的沿路，設置資源回收桶和與大眾宣傳環保

資訊。

  2018年，慈濟再次加入遊行隊伍中，但不同於其他花車，志工是

以環保宣傳車現身。車頭兩側裝飾著一雙大手，展示環保十指口

訣「瓶（塑膠瓶）、瓶（玻璃瓶）、罐（鋁罐）、罐（鐵罐）、

紙（紙張）、電（電池）、1（衣物）、3（C）、5（五金）、7

（其他）」，向大眾介紹資源分類的種類。

  車身上則是要向大眾宣導的主題「環保5 R──拒絕使用

（Refuse）、減量（Reduce）、重複使用（Reuse）、維修

（Repair）、回收再用（Recycle）」，以及環保資源的分類項目。

  遊行隊伍中，不少參與民眾好奇地向志工詢問：「玻璃瓶可以回

收嗎？」還有人主動將手上的資源送到環保車，讓連續九年駕駛

環保車的楊澤沛開心地與團隊分享：「車子加上宣導標語和裝

飾，真的發揮作用了！」

 ◆ 2018.05.29 高雄市大寮區中山工商師生二百六十四人，29、30日分別到慈濟

鳳山聯絡處、大寮共修處和小港聯絡處的環保教育站，向志工學

習資源分類經驗。

六月

 ◆ 2018.06.02 慈濟馬來西亞華都牙也聯絡點舉辦環保茶會，向社區鄉親說明

慈濟的環保車在遊行隊

伍中發揮宣導效果，帶

動民眾落實資源回收。

攝影／錢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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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及垃圾危機，並推廣資源回收、蔬食減碳的觀念，共

三十六人參加。

 ◆ 2018.06.02 嘉義中正大學慈青社與學生會、青綠社合辦布袋鎮好美里防風林

淨灘活動，共二百一十人參加。

 ◆ 2018.06.03 中國大陸江蘇省無錫慈濟環保教育基地三周年慶，慈濟基金會結

合大愛感恩科技公司、靜思書軒，於無錫市人民大會堂演繹兩場

《父母恩重浩連天》音樂手語劇，傳達孝道觀念，及力行環保愛

護大地之母。

 ◆ 2018.06.04 慈濟紐西蘭分會舉辦素粽義賣，藉此推廣素食，並凝聚志工向心

力，4至7日共累計五十六人次參與製作，完成二千三百粒粽子。

 ◆ 2018.06.05 慈濟基金會與中國大陸湖南省長沙市開福區蚌塘社區合作，承辦

世界環境日活動，本日以「亮身份樹形象、倡環保顯擔當」為主

題，向居民宣導環保觀念與方法。

 ◆ 2018.06.05 響應世界環境日，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受禾緣社區邀請，

以主題「家校攜手共建美麗家園」於五緣實驗學校進行環保愛灑

活動，從校園教育開始，帶動家庭、社區資源分類回收。

 ◆ 2018.06.05 臺東、臺中、臺南等地慈濟志工，5至8日響應海巡署「擁抱海

洋、幸福共好」世界海洋日淨灘活動，於海濱公園、高美濕地、

南堤沙灘等地，協力清除廢棄物。

 ◆ 2018.06.06 中國大陸廣東東莞慈濟志工受中堂實驗中學老師之邀，至該校進

行班級環保愛灑活動，運用生動有趣的小劇場，讓學生了解資源

分類的重要性。

 ◆ 2018.06.06 馬來西亞雪蘭莪慈濟志工與大愛媽媽，6、7日在敦陳禎祿華文小

學舉辦環保展，每一個展區由學生擔任解說員、志工從旁陪伴，

藉此訓練孩子推廣環保的能力。

 ◆ 2018.06.06 臺中市北屯區東新公園夜間慈濟環保點運作屆滿六周年。環保點

於2012年6月6日成立，固定每週三晚間七點半開始蒐集社區居民

的回收物，若逢大雨，則改至平安慈濟環保站進行。

 ◆ 2018.06.07 中國大陸宋慶齡基金會理事會主席王家瑞一行二十七人，參訪慈

濟廈門思明聯絡處，了解志工如何落實環保在社區，並體驗資源

分類實作。

 ◆ 2018.06.08 慈濟基金會第一屆「FUN大視野‧想向未來──青年公益實踐計

畫」，於臺北市西門紅樓進行錄取計畫展演活動，由十組隊伍展

示計畫內容與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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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09 中國大陸廣東深圳慈濟志工發起「好書相伴、希望綻放」活動，

募集靜思人文書籍與學校、獄政機構結緣；9至10日於慈濟深圳

聯絡處舉辦三場大愛灑人間音樂會，匯聚眾人愛心。  

 ◆ 2018.06.09 響應世界環境日，中國大陸慈濟昆山環境教育基地主辦，昆山市

義工聯合會、愛德基金會等單位協辦，於昆山市森林公園舉辦

「融情昆山、綠動家園」環保遊園活動，設立展位向遊客宣導環

保知識。

 ◆ 2018.06.09 高雄市苓雅區慈濟志工受邀至福安公園，參加永康里端午節聯誼

活動，向約二百五十位鄉親宣導蔬食減碳、護生的觀念。

 ◆ 2018.06.09 慈濟紐西蘭分會參加奧克蘭宗教理事會（Auckland Inter-Faith 

Counci l）主辦的跨宗教音樂會──神聖之音（Sounds the 

Sacred），志工在芬克林中心（Fickling Centre）表演〈愛與關

懷〉手語歌，與基督教、錫克教、印度教等宗教人士交流。

 ◆ 2018.06.09 美國北加州慈濟志工參加臉書嘉年華（Facebook Festivals），在

臉書公司總部廣場設攤，向社區民眾、店家、組織團體等參與

者，介紹慈濟志業理念和慈善足跡。

 ◆ 2018.06.09 荷屬聖馬丁慈濟志工為推廣垃圾減量，9日與本土志工一行八人

清掃卡希爾區教堂周遭環境；16日偕同十一位加勒比美國大學

（AUC）學生、六位童子軍師生，在兩處大賣場進行宣導。

 ◆ 2018.06.10 中國大陸上海慈濟志工自2017年6月起，在長寧區新涇六村社區

進行每月一次環保日活動，獲得居民支持，落實環保生活，本日

居民將回收物洗淨、晾乾再送到回收點。

 ◆ 2018.06.12 彰化鹿港慈濟志工12、13日分別為鹿港、頂番國小舉辦畢業生感

恩茶會，引導學生奉茶謝師恩，共四百零二位師生參加。

 ◆ 2018.06.15 高雄市苓雅區慈濟志工應邀至福祥里舉辦環保減塑護大地宣導活

動，逾百位鄉親參加。

 ◆ 2018.06.16 桃園市新屋區慈濟志工應笨港里社區發展協會邀請，在社區活動

中心舉辦環保愛灑活動，與鄉親分享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的觀

念。

 ◆ 2018.06.18 彰化慈濟志工出動二十人在鹿港慶端陽國際龍舟錦標賽會場，宣

導資源回收、節能減碳等環保觀念，並在垃圾桶區進行分類。

 ◆ 2018.06.19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三十位員工為落實「623公共服務日」，提前

到新北市泰山區的黎明慈濟環保教育站，向志工學習資源分類方

法，並進行實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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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20 新北市泰山、五股、林口區計三十五位慈濟志工，在內政部警政

署國道公路警察局，宣導「減塑救地球、蔬醒更健康」的環保理

念，並提供素食擔仔麵慰勞警察人員，約五十人參加。

 ◆ 2018.06.22 屏東慈濟志工響應環保局「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端午龍舟競賽

──資源循環 幸福南國」資源回收宣導活動，在東港河提公園

設置回收哪裡去、資源樂回收與大會考、探索水環境等主題攤

位，向遊客介紹環保知識。

 ◆ 2018.06.23 慈濟深圳第九期大愛親子班圓緣活動於中國大陸廣東省慈濟深圳

聯絡處舉行，學員分享參與親子班後的成長經驗。

 ◆ 2018.06.23 臺北市南港區慈濟志工於南港車站舉辦「愛護環境 南港之美」

親子繪畫比賽，共九十人報名參加。

 ◆ 2018.06.26 臺中市大里區慈濟志工到立新國小舉辦資源回收宣導講座，約

二百位師生參加。

 ◆ 2018.06.27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夜市每周三、六營業，晚間九時許，當區慈濟志

工一如既往在瑞北路與公正路口的麵包店騎樓集合，本次出動十一

人，兵分二路走進夜市回收塑膠袋；這樣的行動已持續逾四年。

  起初瑞北夜市的回收工作，是由家住佛公的慈濟志工黃高泉、朱

惠珠伉儷開發出來的點，因為兩人要跑的地點太多，便請託住在

瑞北路附近的志工接手。當區志工也將此作為培訓道場，邀約社

區志工和見習、培訓志工一起投入。

  今年報名培訓慈誠的李育周，在走入夜市回收後才發現塑膠袋汙

染真的很嚴重，有時一個晚上就能收集近千個，他告訴同行志

工：「剛開始要彎腰去撿會歹勢（臺語，不好意思之意 ），但

只要心中有愛，自然可破除我執、滅我相，只要人人肯這樣做，

淨土就在我們身邊。」

慈濟志工在瑞北夜市

回收塑膠袋行之有

年，部分攤商會將塑

膠袋收集成堆再交給

志工。攝影／余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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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下來，志工與攤商、店家也有了默契。經營女裝生意的陳淑

女會將包裝的塑膠袋裝成一大袋，等志工來收，平日有空也會到

慈濟的環保站幫忙；藥局老闆娘楊麗雲會將店裡的、家用的可回

收的塑膠袋收集成一袋，等週三、六再交給志工，一起為愛護地

球盡心力。

 ◆ 2018.06.28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應邀參與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舉辦

的「友達2018生活饗宴」活動，向員工分享自身的志工經驗，及

宣導環保知識。

 ◆ 2018.06.30 新北市淡水區慈濟志工與八里國小合辦兩天的品德教育夏令營，

為八里及鄰近國小的三至六年級生，安排環保、反毒、親子互動

等課程，吸引八里、大崁、米倉、瑞平、長坑、聖心等六校親

子，共二百六十一人次參加。

七月

 ◆ 2018.07.01 加拿大列治文慈濟志工第九年參加史帝夫斯頓社區的鮭魚節慶典

（Steveston Salmon Festival），駐點在會場的環保服務站，引導

民眾進行垃圾分類和資源回收。 

 ◆ 2018.07.02 臺北市中山區慈濟志工為照顧年長環保志工的身心健康，於中山

八德共修處成立「歡樂教室」，每月第一、三個星期一，安排健

康操、手語歌帶動、證嚴上人開示影片分享等活動。 

 ◆ 2018.07.06 中國大陸江蘇無錫慈濟志工首次舉辦暑期親子夏令營，6至7日於

無錫慈濟環境教育基地展開，以增進親子互動，學習人文禮儀及

環保知識。

 ◆ 2018.07.06 馬來西亞馬六甲慈濟志工與大愛媽媽每週五在瑪琳華文小學，與

教師合作帶動學生進行資源分類與回收，統計本年度至今的回收

紙類重量，已達三千公斤。

 ◆ 2018.07.07 北區慈濟志工7、8日在新店靜思堂舉辦「小太陽微笑快樂健康親

子營」，本次結合臺北慈濟醫院社區醫學部資源，加入體適能檢

測、健康促進等衛教課程，共有一百一十人次參加。

 ◆ 2018.07.08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受州議員魏世德邀請，舉辦吉里望海灘

淨灘暨環保宣導活動，共二十六人參加。 

 ◆ 2018.07.08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於大愛電視臺舉辦「大愛兒童傳播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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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共一百五十四位學員參加。

 ◆ 2018.07.09 馬來西亞淡馬魯慈濟志工前往瓜拉吉撓，協助當地慈濟志工為瓜

拉吉撓華小（SJK（C）Kuala Krau）師生舉辦環保宣導講座。

 ◆ 2018.07.12 印尼雅加達慈濟志工應邀至瑪麗‧約瑟夫學校（M a r i e 

Joseph），為學校董事、教師和工作人員舉辦人文教育講座，分

享靜思語教學、茶花道課程等慈濟推行品格教育的經驗。

 ◆ 2018.07.14 中國大陸福建省廈門第十中學師生為提升環保觀念，本日於慈濟

西柯環保站進行環保夏令營，藉由實作與分享，更了解如何將環

保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慈濟志工自2015年起與該校互動，推展校

園的資源分類回收。

 ◆ 2018.07.14 新竹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為促進警消人員與家人的互動，

舉辦人文采風親子之旅，參訪慈濟人文志業中心、慈濟內湖聯絡

處和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四大隊，共有二十一個家

庭計六十四人參加。

 ◆ 2018.07.14 新北市新莊聖保祿天主堂修女及志工帶領六十位兒童暑期營隊的

學員，到中港慈濟環保站學習環保知識，以及資源分類、回收的

技巧。

 ◆ 2018.07.14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志工受邀參加蕉賴九支國民型華文學校

「千人讀書會」，於校內設攤推介靜思出版品。

 ◆ 2018.07.15 加拿大本拿比慈濟志工以「服務社區，推廣慈濟」為目標，參

加第十五屆艾德蒙市園遊會及古董車展（Edmonds City Fair & 

Classic Car Show），共出動四十五人設攤與民眾互動。

 ◆ 2018.07.15 新北市林口區慈濟志工15、29日分別在白朗峰和國際新星社區舉

辦環保宣導活動，參與住戶及志工逾一百三十人。  

 ◆ 2018.07.16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教師組團到臺灣進

慈濟志工告訴小朋友

塑膠袋的種類，以及

分類時的判斷訣竅。

攝影／黃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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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流，本日至慈濟內湖聯絡處了解環保志工與環保再生織品的

核心價值。

 ◆ 2018.07.19 中國大陸雲南慈濟志工舉辦暑期快樂兒童精進營，19至22日於慈

濟昆明聯絡處以主題「孝親感恩」開展，寓教於樂的帶動下，讓

孩子體會父母心，並將愛心提升到愛周圍的人與環境。 

 ◆ 2018.07.20 中國大陸無錫慈濟志工於長江國際花園社區推動環保示範點，繼

2016年啟動雅園環保示範點，本日於泓園、臻園相繼成立，陪伴

居民在日常中培養資源分類的習慣。  

 ◆ 2018.07.21 臺南市東區慈濟志工為推廣珍惜水資源，舉辦「認識曾文水庫」

環保教育知性之旅，參與志工及鄉親共七十六人。 

 ◆ 2018.07.22 中國大陸河北慈濟志工於淶源縣北石佛鄉南石佛村，進行環保愛

灑及淨街活動，向村民分享環保知識，並身體力行帶動掃街，將

資源分類回收。 

 ◆ 2018.07.22 中國大陸海南海口慈濟志工首次舉辦親子成長班，分享行住坐臥

等生活禮儀，及資源分類的觀念與作法。

 ◆ 2018.07.23 中國大陸福建漳州慈濟志工舉辦暑期兒童成長快樂營，進行環

保、生命、生活、品格等教育主題，帶領孩子了解環保、禮儀知

識，及懂得孝順父母、行善利他。

 ◆ 2018.07.24 彰化縣福興鄉慈濟志工前往臺灣電力公司彰化營業處分享蔬果環

保酵素製作方式，共二十人參加。 

 ◆ 2018.07.25 印尼巴淡國際大學（Universitas International Batam）師生

九百二十四人於巴淡靜思堂接受環保教育課程，學習慈濟推行資

源回收的經驗。

 ◆ 2018.07.27 中國大陸江蘇昆山慈濟志工為讓社區環境更美好，首次在時代文

化家園社區進行環保宣導活動，分享環保十指口訣，宣導省水、

慈濟志工與慈少向巴

淡國際大學師生介紹

利用回收物製成的手

工藝作品。攝影／陳

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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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資源分類等環保觀念，並邀約居民於每週五夜間一起做環保。

 ◆ 2018.07.27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志工應湖里區興園社區居民委員會的邀約，於

興隆新村進行「減塑愛地球」環保宣導活動，教導居民如何在日

常生活中落實資源分類及少用塑膠袋。

 ◆ 2018.07.27 臺南市東區慈濟志工於東方巨人社區舉辦環保宣導活動，推廣蔬

食減碳，並示範以零碼布或舊布料製作提袋，取代使用塑膠袋，

共二十六人參加。

 ◆ 2018.07.28 中國大陸湖南長沙慈濟志工28至29日舉辦「慈濟暑期快樂健康親

子營」，透過環保、孝親、生活禮儀等課程，增進親子間的互

動，並鼓勵他們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 2018.07.29 2018暑期全球慈濟大專青年國際人文教育交流四川團，於本日起

至8月11日展開，進行兩岸青年永續領袖營、夢想起飛樂學營等

交流活動，以生動活潑的交流互動，共同成長。 

 ◆ 2018.07.29 嘉義慈濟志工在僑平國小舉辦環保蔬食茶會，向社區鄉親推廣蔬

食減碳和資源回收的觀念，逾六十人參加。 

 ◆ 2018.07.29 慈濟印尼分會於雅加達靜思堂舉辦印尼實業家講座，介紹印尼的

慈善志業足跡，並安排印尼及馬來西亞實業家志工郭再源、黃榮

年、林孝式分享志工心得，共五百一十二人參加。

 ◆ 2018.07.30 臺南市東區慈濟志工於德光公園舉辦環保宣導茶會，鼓勵鄉親出

外自備餐具、容器、提袋等非一次性用品，並減少使用免洗餐具

和塑膠製品，約五十人參加。 

 ◆ 2018.07.30 臺南市歸仁區慈濟志工受邀至育仁幼兒園舉辦環保教育課程，共

二百八十位師生參加。

八月

 ◆ 2018.08.01 慈濟紐西蘭分會執行長張文德帶領志工參加奧克蘭豪域區

（Howick）扶輪社例會，介紹慈濟緣起和四大志業推展概況。雙

方交流由該扶輪社社員賽薇‧希姆（Savvy Him）促成，她固定

參加慈濟奧克蘭街友熱食發放活動，深受志工感動，於是邀請志

工出席例會。

 ◆ 2018.08.03 慈濟日本分會於7月20、29日，以及8月3日舉辦三場「親子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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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教室」活動，分享水餃和小籠包製作方式，藉此向社區居民

介紹慈濟，最後一場有五組親子參加。

 ◆ 2018.08.04 慈濟桃園合心區志工舉辦環保入戶宣導齊步走活動，十四個和氣

區出動四百多人在公園、店家、街頭巷弄等地，向鄉親推廣蔬食

減碳、使用環保餐具等觀念。

 ◆ 2018.08.04 臺南慈濟志工應臺南市星光馬拉松協會邀請，出動約一百三十

人，協助「漫遊臺江2018戀戀安平夜浪漫星光馬拉松」的環保宣

導及資源分類、回收工作。

 ◆ 2018.08.05 慈濟基金會臺南分會8月5日至9月4日在靜思堂舉辦「生命的轉角‧

看到愛」慈善美展，展出獨居長者、身障者、青少年等六位慈善

個案的藝術創作作品，並於8月18日舉辦人文講座，由創作者分享

創作理念與人生故事，藉此向社會大眾傳遞美善的正向能量。

 ◆ 2018.08.06 第三屆亞洲天主大學教宗方濟各志工營選定慈濟基金會為志工服

務的機構之一，6至9日安排日本、韓國、印度等地的大專院校師

生到高雄靜思堂環保教育站，向志工學習環保經驗，並認識慈悲

科技，首日有三十一人參加。

 ◆ 2018.08.06 雲林北港慈濟志工至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舉辦健康蔬食暨環保

推廣活動，並準備蛋糕為警察人員提前慶祝父親節。

 ◆ 2018.08.07 高雄前鎮慈濟志工為慶祝父親節，將崗山仔南區里聯合活動中

心的例行讀書會，改為「敬天愛地聚大愛」健康蔬食饗宴，共

六十八位志工及鄉親參加。

 ◆ 2018.08.08 中國大陸慈濟廣東慈濟志工於慈濟深圳聯絡處舉辦第九屆青少年

生活成長營暨《行孝行善不能等》音樂手語劇排練，8至11日進

行慈善、孝道等課程，並密集排練；12日結合志工、小學生於深

圳大劇院演繹三場音樂手語劇。

環保教育須從小開始

扎根，慈濟志工把握

因緣向路邊遇到的學

生推廣蔬食與減塑。

攝影／李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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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08 慈濟臺北分會於新店靜思堂舉辦兒童環境探索教育營，共九十七

人參加。

 ◆ 2018.08.09 南非聯絡辦事處為慶祝婦女節與曼德拉日（Mandela Day），

二十四人在臺灣外交部官員陪同下參訪慈濟內湖聯絡處，並進行

六十七分鐘的資源分類體驗。

 ◆ 2018.08.09 桃園「靜思小志工暑期人文營」9至12日在靜思堂進行，共

九十七位學員參加；營隊為第二年舉辦，約四十人是新學員。

 ◆ 2018.08.11 臺北市南港區慈濟志工與南港婦女防火宣導中隊合作，11、16、

18日走入力麒村上、花園新城和溫哥華花園等三個社區，進行防

災暨環保宣導。 

 ◆ 2018.08.11 慈濟臺中兒童劇團11至26日依序在嘉義、桃園、屏東和臺中舉辦

《勇闖大魔域》巡迴表演，傳達「八正道」中「正語、正定」的

重要性，吸引逾三千人觀看。

 ◆ 2018.08.12 新北市林口區慈濟志工12、18、19日先後在仁愛富社區、仁愛市

民活動中心、大亨堡社區，舉辦環保宣導茶會，參與鄉親及志工

逾三百五十人。

 ◆ 2018.08.17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舉辦低碳永續家園觀摩學習活動，十九人至新

北市參訪新莊區中港慈濟環保教育站，學習志工在社區推行資源

回收與環保教育的經驗。

 ◆ 2018.08.20 慈濟雙和立業環保教育站啟用，地址在新北市中和區立業路51

號；此環保教育站前身為板南慈濟環保站，因租約期滿而遷移。

 ◆ 2018.08.20 臺南歸仁慈濟志工邀約社區鄉親及志工，8月20日至9月16日為歸

仁慈濟環保教育站製作外牆裝置藝術「食塑領航鯨」，透過腹部

塞滿海洋垃圾的鯨魚的透明圖，傳達資源回收、不亂丟垃圾、少

用塑膠製品的重要性，共七十六人參加。

南非駐臺團員參訪內

湖聯絡處，實際體驗

紙類回收作業。攝影

／劉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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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 2018.09.01 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舉辦一○七年度「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

頒獎典禮，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小人物大英文──百里送

藥情》，獲得電視新聞報導獎。本年度共六十九件作品參賽，最

後決選出五個得獎作品。

 ◆ 2018.09.01 響應世界環境日，中國大陸昆山慈濟環境教育基地主辦，昆山市

義工聯合會、愛德基金會等單位協辦，6月9日於昆山市森林公園

舉辦「融情昆山、綠動家園」環保遊園活動，設立展位向遊客宣

導環保知識。經過兩個多月的互動，志工與昆山城市生態森林

公園有限公司共建「森林公園環保科普站」協定，並於9月1日在

森林公園西門入口廣場舉行啟動儀式，吸引在公園散步的居民眼

光。

  活動現場分有四個宣導展示體驗區：可回收物分類體驗區、環保

心地圖、水立方、分類轉盤體驗，約六十位慈濟志工分組帶動，

活潑且趣味的熱烈氛圍下，讓參與者快樂地接收環保知識。慈濟

志工高江博是共建科普站的發起人之一，他表示看到森林公園環

境這麼好，心中就想如果能在森林公園建造一座環保教育站，能

更快、更深入的在社區推展垃圾分類，除科普站之外，每週六傍

晚的環保宣導也正式開始，為了美好的家園，也為了給孩子一個

乾淨的地球，大家都熱心參與行動。

 ◆ 2018.09.01 臺北市文山區慈濟志工參與樟文里登革熱防治宣導暨街道清掃活動，

並於活動後向社區志工推廣減用塑膠袋、自備環保餐具等觀念。

 ◆ 2018.09.03 高雄鳳山的南光和惜福慈濟環保站共八十位環保志工，參訪岡山

志業園區大愛環保科技館及巧藝工作坊，了解寶特瓶回收再製織

品的製作流程。 

昆山市森林公園是國家

級科普教育基地，志工

舉行「森林公園環保科

普站」啟動儀式，透過

資源分類轉盤遊戲，教

導小朋友快樂學習正確

分類回收物的方法。攝

影／顧寅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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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9.03 臺南慈濟志工舉辦「慈濟列車」靜思精舍尋根之旅，參與志工、

會員共一百三十人。

 ◆ 2018.09.04 臺南東區慈濟志工前往母佑幼兒園推廣資源回收、減用塑膠製品

等環保生活方式，共三百二十五位師生參加。 

 ◆ 2018.09.07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高中靜思閱讀書軒啟用。

 ◆ 2018.09.08 福鼎市醫院慈濟醫療人文營8、9日於中國大陸福建省慈濟福鼎聯

絡處舉行，啟發新進醫護人員了解慈濟醫療人文，並落實到工作

中，提供病人更好的服務。 

 ◆ 2018.09.08 臺北南港慈濟志工受邀參加「2018四分溪淨溪嘉年華」活動，為

與會者舉辦環保教育課程。 

 ◆ 2018.09.10 臺北市文山區景文高中靜思閱讀書軒啟用。 

 ◆ 2018.09.15 莫三比克慈濟志工號召本土志工和社區居民一同響應「世界清潔

日」社區清掃活動，共動員四百九十八人清掃慈濟據點周遭道路

及馬普托海灘。

 ◆ 2018.09.15 中國大陸江蘇昆山慈濟志工參與昆山市生態森林公園科普日活

動，並設置兩個環保知識挑戰關卡，教導民眾「環保十指口訣」

及省水的方法。

 ◆ 2018.09.15 新北淡水慈濟志工於淡水共修處舉辦「創意氣球彩繪月亮」中秋

慶祝活動，吸引約一百六十人參加。

 ◆ 2018.09.15 臺北文山慈濟志工受邀參加興安里中秋親子聯歡活動，在仙岩公

園設攤推廣省水、蔬食減碳、使用環保餐具等觀念。

 ◆ 2018.09.16 慈濟基金會於南投竹山聯絡處舉辦「大愛延續‧看見希望」921

感恩音樂茶會，邀請慈濟援建學校師生、簡易屋住民等人，以座

談方式分享心路歷程。

 ◆ 2018.09.17 臺中南區慈濟志工在福平里活動中心舉辦環保宣導講座，共二十

靜思精舍德念師父為

大家解說各種植物的

生長特性，並藉此傳

遞處事之道。攝影／

蔡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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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里民參加。 

 ◆ 2018.09.19 嘉義縣溪口鄉溪口國中靜思閱讀書軒啟用。 

 ◆ 2018.09.20 臺中豐原慈濟志工參訪臺北內湖聯絡處進行環保觀摩、交流，了

解當區資源分類作法、慈悲科技賑災設備，以及大愛環保科技館

將寶特瓶再製成織品的過程。 

 ◆ 2018.09.21 「靜思語翰墨飄香：慈濟書畫聯誼會會員聯展」9月21日至10月2

日在高雄市文化中心至高館，展出全臺慈濟書畫聯誼會志工的精

選作品；22日舉行開幕剪綵活動。 

 ◆ 2018.09.21 臺北文山慈濟志工於萬福國小參加萬年里中秋聯誼晚會，以有獎

徵答方式進行環保宣導。  

 ◆ 2018.09.22 臺北文山慈濟志工於景美市場進行環保宣導，推廣蔬食減碳、少

用塑膠袋等觀念。

 ◆ 2018.09.22 臺南善化慈濟志工於善化聯絡處舉辦中秋感恩會，感恩新化、善

化和曾文三處慈濟環保站的環保志工。

 ◆ 2018.09.23 慈濟澳洲墨爾本聯絡處舉辦中秋慶團圓暨竹筒回娘家活動，共

一百五十七位志工、會眾參加。

 ◆ 2018.09.26 臺中南區慈濟志工前往四育國中舉辦環保講座，共二百八十九位

師生參加。 

 ◆ 2018.09.26 韓國中央東洋廣播公司（JTBC）節目製作團隊為製作環保專題

報導，到臺灣慈濟內湖聯絡處採訪環保志工、大愛感恩科技公司

團隊，並拍攝志工實做資源分類的過程。

 ◆ 2018.09.28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高中靜思閱讀書軒啟用。 

 ◆ 2018.09.29 美國新澤西孟莫斯郡（M o n m o u t h）慈濟志工在含德市

（Holmdel）社區中心舉辦素食推廣活動，共有九十二位志工及

民眾參加。 

市場攤商老闆聽聞志

工的宣導，也告訴志

工自己平常就會提醒

客人減少使用塑膠

袋。攝影／余錦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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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9.29 臺東慈濟志工出動二十三人，響應縣政府、環保局、慈心有機

農業發展基金會合辦的「2018用愛環抱海洋 BIG BLUE 淨灘總動

員」。

 ◆ 2018.09.29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在吉隆坡甲洞社區成立甲洞馬魯里

（Maluri）慈濟環保站，本日進行開幕剪綵儀式。

 ◆ 2018.09.29 菲律賓慈濟志工29、30日參加計順市環保活動（Ayala Heights 

Earth & Wellness Weekend），向與會者供應素食餐點，並展示寶

特瓶再製織品，以推廣蔬食減碳、資源回收的觀念。 

 ◆ 2018.09.30 慈濟新加坡分會為強化環保教育推廣能量，整修環保教育站，

新增「早餐餐車」、「垃圾山」、「海洋世界」、「樂樂農

場」等互動式展區，本日重新開幕，由環境及水源部長馬善高

（Masagos Zulkifli）主持開幕式。

十月

 ◆ 2018.10.01 慈濟華東青年環保人文營1至3日在中國大陸慈濟蘇州志業園區舉

行， 來自福建、浙江、上海及蘇州等地的學員，共聚一堂，學

習環保知識，並帶著自製道具，上街與民眾互動，宣導環保理

念；透過靜、動態課程的洗練，提升愛心與自信心。

 ◆ 2018.10.02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中靜思閱讀書軒啟用。 

 ◆ 2018.10.05 慈濟馬來西亞美里聯絡處獲得首屆美里市市長獎（Miri City 

Mayor’s Awards）環境保護金牌獎。該獎是以競賽方式選出得

獎者，但市政局有感於慈濟在社區推廣資源回收達十九年，也經

常舉辦淨灘和環保宣導活動，故直接遴選慈濟得獎。

「早餐餐車」上陳列

多樣標有條碼的餐點

模型，民眾可透過餐

車的掃描器，了解不

同食物的碳足跡。攝

影／曾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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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0.06 高雄市新興區慈濟志工參加區公所重陽節敬老活動，準備兩千人

份的素食餐點在新興公園與眾結緣，並藉此推廣蔬食減碳、使用

環保餐具等觀念。

 ◆ 2018.10.06 臺南關廟慈濟志工於五甲國小為即將開始的山西宮祈安五朝

王醮，舉辦建醮祈福活動，並推廣蔬食減碳與資源回收，約

三百五十位鄉親參加。

 ◆ 2018.10.06 馬來西亞峇株巴轄伊頓幼兒園二十六位師生參訪合豐慈濟環保

站，學習環保知識並體驗資源分類工作。   

 ◆ 2018.10.09 臺中南區信義國小四年級五十五位師生到福興慈濟環保教育站，

進行環保戶外教學。

 ◆ 2018.10.10 高雄慈濟志工響應環保局「2018世界清潔日：清淨環境 幸福同

行」環保宣導活動，出動四十一人在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設攤推

廣果皮酵素、減用塑膠、資源回收等觀念。

 ◆ 2018.10.10 泰國靜思堂慈濟環保教育站啟用，巴威區區長代表斯里朋女

士（Siriphorn Rattanakhansong）、烏東素警察局（Udomsuk 

Police Station）局長代表納特（Nat Kantarat），以及泰國前總

理呂基文的妹妹宗吉女士（Jongjit Leekpai）與志工一同進行開

幕剪綵儀式。

 ◆ 2018.10.10 慈濟泰國分會與巴威區區公所合作，10至13日在靜思堂合辦「九

皇齋節」供齋活動，共與二千零六十五人次結緣。 

 ◆ 2018.10.10 臺中嶺東科技大學慈青社舉辦知高圳步道淨山活動，參與師生、

慈濟志工共五十人。

 ◆ 2018.10.11 《行願半世紀：證嚴法師與慈濟》新書發佈會在中國大陸北京市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舉行。

 ◆ 2018.10.11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回收廠商未賣完的庫存新衣，經歸類

慈濟志工向民眾說明

環保酵素的做法：

「水十份、新鮮果皮

三份、糖一份。」攝

影／陳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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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除捐助照顧戶及機構之外，本日在林德叉車有限公司進行

新衣惜福義賣活動。

 ◆ 2018.10.12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中和池上鄉池上國中靜思閱讀書軒分別於

12、15日啟用。

 ◆ 2018.10.13 慈濟基金會中區「彩繪生命」慈善聯合美展，13、20日分別在臺

中與彰化靜思堂開展，展期三個月，展出慈善個案的繪畫、彩

繪及手工藝品。該展自2014年起以臺中為主年年舉辦，期望藉此

展現弱勢族群正向積極的生命能量，並鼓勵社會大眾參與慈善工

作。

 ◆ 2018.10.14 慈濟新加坡分會在靜思堂舉辦慈濟大專青年體驗營，共三十六人

參加。

 ◆ 2018.10.16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16至31日在彰化溪湖高中舉辦「經典雜

誌－食安好農攝影展」，展出《真實餐桌》、《臺灣綠食堂》兩

本專書的精選內容，引導學生認識食品安全與環境永續的議題。

 ◆ 2018.10.16 馬來西亞麻坡慈濟志工第五年參加斗母宮九皇大帝誕辰遊行活

動，動員一百五十位志工在遊行路線設置二十六個環保點，宣導

垃圾不落地、資源分類等觀念。

 ◆ 2018.10.17 馬來西亞馬六甲慈濟志工17日拜訪大馬固體廢料管理機構

（SWCorp）馬六甲區主任沙魯丁（Sharudin Bin Hamid），分享

慈濟在社區推動資源回收及環保教育的成果，希望能協助政府一

起推廣環保；30日沙魯丁等八人參訪慈濟喜捨及愛極樂兩處環保

教育站。

 ◆ 2018.10.18 高雄鹽埕慈濟志工在前金國小舉辦「地球公民向前行」環保宣導

闖關活動，共五百八十位師生參加。

 ◆ 2018.10.18 慈濟美國紐約長島支會承辦本月份的社區耆老活動，提供蔬食餐

點，並介紹慈濟在長島的慈善服務項目，共四十一人參加。

 ◆ 2018.10.19 「2018桃園區慈青迎新宿營」19至21日在桃園靜思堂舉行，銘

傳、長庚、開南、健行、萬能和新生等六間大專院校慈青社，共

七十人參加，其中有十人是新社員。 

 ◆ 2018.10.19 慈濟基金會19至22日舉行第七十二期全球靜思生活營，美國、加

拿大、馬來西亞、越南等十一個國家地區，計六百三十五位學員

參加。 

 ◆ 2018.10.19 馬來西亞莎亞南（Shah Alam）慈濟志工獲得巴生啟明華文小學

同意，19、20日在校內舉辦環保展，由三十五位學生擔任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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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宣導節能減碳、使用環保餐具與資源回收，兩天共與逾千人

次互動；解說員由校方推薦，再由慈濟志工安排訓練課程。

 ◆ 2018.10.20 慈濟紐西蘭分會為促進亞裔居民與警察的合作關係，於靜思書軒

舉辦「警察如何工作？」講座，邀請奧克蘭麥奴考區警察局種族

關係聯絡警官到場介紹日常工作、報案管道分類等內容，共八十

人參加。

 ◆ 2018.10.20 馬來西亞居鑾市議會結合民間團體在湖濱公園舉辦「居鑾綠色日

（The Green Day 2018）」系列活動，慈濟志工到場設攤分享環

保資訊，並在慈善義跑路線設置三個環保點，向跑者回收礦泉水

瓶。

 ◆ 2018.10.21 慈濟基金會與臺南大內區公所等單位在大內青果集貨場，合辦

「臺南市大內區社造成果展」暨「防災護家園 環保愛地球：大

江城淘寶市集」，透過手語歌帶動、戲劇演出、闖關遊戲等方

式，推廣環保與防災觀念。

 ◆ 2018.10.23 新竹慈濟志工前往新竹國小，為一、三、五年級師生進行減塑宣

導；事後校方致贈感謝狀，感謝志工長年協助學校進行環保教

育。

 ◆ 2018.10.25 臺灣慈濟教聯會25至26日分別於中國大陸四川省的蘆山慈濟中

學、名山中學與老師及新生，進行教育人文交流。 

 ◆ 2018.10.27 新北淡水慈濟志工受邀至興仁里活動中心舉辦「環保分類的重要

及落實」講座，並安排有獎徵答，加深鄉親的印象。 

 ◆ 2018.10.27 臺北北投慈濟志工與大愛電視臺職工參與「第四屆鬧熱關渡

節」，出動一百一十多人參與遊行，並在市集處關渡水岸公園廣

場設置環保點，引導民眾分類垃圾，同時推廣蔬食減碳、資源回

收等觀念。

環保展區設置塑膠

屋，讓同學從悶熱的

體驗中，認識溫室效

應帶給人類的影響。

攝影／吳愫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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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0.28 屏東東港慈濟志工於10月28日至11月4日「東港迎王平安祭典」

期間，出動人力在十處環保局設置的環保點宣導垃圾分類、資源

回收； 另於28至30日在「東港迎王平安祭典」轎班、涼水車行

經路線，向隨行人員提供資源回收網袋。

 ◆ 2018.10.30 慈濟菲律賓分會於亡人節期間推行墓園資源回收宣導活動，10月

30日至11月2日共動員志工一千五百五十六人次，分駐在十處公

墓設置環保站，引導掃墓民眾進行資源分類，總計回收近十一公

噸資源。

 ◆ 2018.10.31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國小靜思閱讀書軒啟用。

十一月

 ◆ 2018.11.02 澳洲黃金海岸慈濟志工在伊普市高中舉辦素食料理教學暨環保分

享活動，共二百六十一位師生參加；中央州立小學（Central State 

School）副校長吉布森特蕾莎（Teresa Gibson）亦到場觀摩。

 ◆ 2018.11.03 慈濟基金會參加「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2018年11月

3日至2019年4月24日於外埔園區設置大愛環保科技人文館，提供

土石流模擬、寶特瓶再生、溫室氣候、蔬食減碳等互動體驗，藉

此向民眾推廣環保愛地球的觀念。

 ◆ 2018.11.03 慈濟新加坡分會受邀參加「清潔與綠化新加坡」（Clean & 

Green Singapore 2018）活動，3至5日在東南社區的芽籠士乃大

廈（Wisma Geylang Serai），10日在東北社區的盛港購物商場

（Compass One），設攤推廣惜福愛物、資源回收及攜帶環保餐

具等生活方式。

慈濟志工於「東港迎王

平安祭典」期間，以

「王爺好子弟 垃圾不

落地」等標語，邀約鄉

親一起提升祭典的品

質。攝影／郭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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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5 美國德州奧斯汀慈濟志工受邀參加第三屆奧斯汀姊妹市慶祝活

動，向參與民眾推介慈濟。

 ◆ 2018.11.06 大愛電視大愛新聞年度專題《衣之旅》，獲得「二○一八臺達能

源與氣候特別獎」新聞媒體組電視類獎。專題由記者走訪中國大

陸、孟加拉等地，拍攝衣服的製造、消費、回收、再生等過程，

讓觀眾了解時尚產業背後的環境代價。 

 ◆ 2018.11.07 馬來西亞古晉慈濟環保志工與大愛媽媽團隊在四哩半中華公學

（SJK Chung Hua Batu 4½）舉辦環保講座，共一千零四十二位學

生參加。 

 ◆ 2018.11.07 中國科技大學教師帶領五十位學生參訪臺北興德慈濟環保教育

站，學習環保知識與資源回收技巧。 

 ◆ 2018.11.09 彰化二林萬興國小舉辦低年級戶外教學，近百位師生參訪慈濟萬

興人文教育站，學習環保生活方式。 

 ◆ 2018.11.10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與梳邦再也SS19區居民協會合作，在社區

康樂中心舉辦環境保護醒覺運動，逾一百一十人參加。 

 ◆ 2018.11.10 臺北、新北慈濟志工前往金山區的中角沙珠灣進行淨灘活動，共

邀得八輛遊覽車的志工與鄉親共襄盛舉。

新加坡慈濟志工參與「清潔

與綠化新加坡」活動，向民

眾推廣)「環保5R」理念，

即拒絕使用（Refuse）、

減少使用（Reduce）、

重複利用（Reuse）、修

復再用 （Repair）和回收

（Recycle）。攝影／蔡長盛

淨灘過後，大家拖著

重重的垃圾離開，還

給沙珠灣乾淨的風

貌。攝影／林群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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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12 大愛電視《小人物大英雄─蔡醫師的布袋戲夢》、《大愛新聞

──良醫‧黑暗鬥士》，分別獲得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一○七年臺灣醫療報導獎」廣電類優勝及佳作。  

 ◆ 2018.11.14 慈濟美國總會受邀至西來大學，參加永續發展社團舉辦的永續發

展與佛教人文研討會，分享慈濟環保理念及大愛感恩科技的產品

故事。 

 ◆ 2018.11.17 高雄苓雅慈濟志工於共修處舉辦「家家有本快樂經」社區愛灑茶

會，由志工分享以佛法化解家庭衝突的心路歷程，並邀約鄉親加

入志工行列，共十六人參加。 

 ◆ 2018.11.22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走入雙十中學漳州校區，進行環保宣

導活動，呼籲學生做好資源分類回收、拒絕不合環保的行為，從

自我做起。 

 ◆ 2018.11.25 中國大陸慈濟蘇州志業園區成立蘇州慈濟健康故事屋，本日舉行

揭牌儀式。

 ◆ 2018.11.25 高雄前鎮慈濟志工於光華慈濟環保教育站舉辦「環保心 慈濟

情」感恩餐會，感恩環保志工十四年來的付出，共三百人參加。

環保教育站於2004年4月28日成立，用地因政府徵收，於2018年

12月1日拆遷。

 ◆ 2018.11.28 大愛電視大愛新聞《衣之旅》專題，獲得第十七屆卓越新聞獎的

電視及網路類國際新聞獎。

 ◆ 2018.11.29 菲律賓慈濟志工受邀至計順市小學（Quirino Elementary School）

舉辦環保講座，參與教師、學生及家長會成員共約一百一十人。

 ◆ 2018.11.30 慈濟菲律賓分會於萊特省舉辦第十九屆慈青靜思生活營的兩天活

動，奧莫克、卡南加大愛村共有一百三十三人參加。

慈濟志工將伴手禮

一一送到環保志工手

中，感恩他們為守護

地球而付出。攝影／

郭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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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 2018.12.01 慈濟新竹聯絡處舉辦大愛灑人間感恩音樂會，約六百位會眾

參加。 

 ◆ 2018.12.02 臺北市松山區慈濟志工於西松國小舉辦「2018年人文體驗營」，

將志業活動轉變為回收分類、搭帳篷、推輪椅等競賽項目，藉此

聯繫法親情誼，提升團隊士氣，以及凝聚社區向心力，共逾一千

位志工、家屬及來賓參加。

 ◆ 2018.12.02 中山醫學大學慈青社於慈濟臺中分會舉辦期末茶會暨學長姊回娘

家活動，交流活動辦理經驗、志工心得，也鼓勵已畢業就職的學

長姊持續為社會付出，共二十八人參加。 

 ◆ 2018.12.04 嘉義縣秀林國小一、二年級師生九十人參訪和美慈濟環保教育

站，進行環保教育戶外教學。 

 ◆ 2018.12.04 馬來西亞馬六甲慈濟環保志工十五人參訪雙溪烏浪垃圾土埋場，

了解政府垃圾處理現況，作為志工推廣環保的參考。

 ◆ 2018.12.05 美國德州奧斯汀慈濟志工把握奧斯汀學區家長支持專員（Parents 

Support Specialist）培訓課，在克利夫頓職業學校（Clifton Career 

Development School）舉辦的機會，前往該校推廣蔬食及環保，並

介紹慈濟志業理念，共有七十五所學校、八十二位教師出席。

 ◆ 2018.12.06 慈濟基金會提供臺北蘆洲聯絡處場地讓臺電林口核能訓練中心舉

辦新進人員訓練課程，從慈濟的環保、慈善等志業推展經驗，學

習如何為社會公益貢獻心力。 

 ◆ 2018.12.07 慈濟基金會7至9日在中國大陸四川省綿陽市遊仙區慈濟實驗學校

舉辦第三期「深耕•生根」教師成長工作坊，並於8日成立「慈濟

在川援建學校聯誼會」，由該校校長張鯤承擔第一任會長。

競賽之一「拉車向前

行」，志工們推拉著

滿載回收物的環保

車，超越障礙向前

進，象徵大家團結一

致，就能克服各種困

難。攝影／宋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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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2.09 蘇州紅豆杉園丁心育交流活動於中國大陸慈濟蘇州志業園區舉

行，教聯會志工分享在班級管理中如何運用靜思語教學的經驗。

 ◆ 2018.12.13 高雄杉林大愛園區巴楠花小學四十四位師生參訪慈濟旗山聯絡處

環保教育站，從體驗資源分類中，學習在校園和家庭落實環保的

方式。 

 ◆ 2018.12.16 慈濟基金會第一屆「FUN大視野‧想向未來─青年公益實踐計

畫」，於3月決選出十組隊伍，除獎助經費，也陸續安排培力課

程、業師經驗分享等，引導等各團隊執行計畫，本日於臺北市華

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進行成果發表會暨第二屆開跑記者會。

 ◆ 2018.12.16 北區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在慈濟內湖聯絡處舉辦環保聖誕慶祝活

動，規劃角色扮演闖關遊戲，傳達節約能源、減用塑膠製品、蔬

食減碳等環保生活方式，共六十多人參加。

 ◆ 2018.12.18 慈濟美國喜瑞都聯絡處於聖誕節前夕舉辦社區敦親睦鄰活動，

志工於18、19日走訪喜瑞都、諾瓦克（Norwalk）兩地的市政

警消單位，以及長期護持慈濟的學校和商店，致送結緣品以表

感恩。

 ◆ 2018.12.23 臺中西區慈濟志工把握富宇豐馥社區舉辦聖誕聯誼晚會的機會，

向一百多位住戶推廣節約用水、蔬食減碳等環保觀念。

 ◆ 2018.12.26 雲林北港慈濟志工為感恩北港分局警察人員一年的辛苦，在聯絡

處舉辦愛灑茶會，約八十人參加。

 ◆ 2018.12.28 鳳凰網佛教新媒體臺灣交流團本日參訪慈濟人文志業中心，雙方

針對節目製作、內容合作等議題進行討論。 

 ◆ 2018.12.29 臺北南港慈濟志工於舊庄環保教育站舉辦南港環保會議，討論

「環保志工如何因應廠商對回收物之改變」及「落實清淨在源

頭」等議題，共四十六人參加。

慈濟志工以自製看板

介紹可回收的塑膠種

類和省水方法。攝影

／林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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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者：黃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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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30）
臺灣 阿富汗

孟加拉 土耳其

菲律賓 日本

中國大陸 東帝汶

香港 伊拉克

外蒙古 伊朗

朝鮮 汶萊

馬來西亞 斯里蘭卡

越南 巴基斯坦

印尼 新加坡

尼泊爾 緬甸

泰國 韓國

柬埔寨 敘利亞

約旦 以色列

印度 寮國

非洲地區（18）
衣索比亞 塞內加爾

盧安達 聖多美普林西比

幾內亞比索 坦尚尼亞

史瓦濟蘭 莫三比克 
甘比亞 辛巴威

南非 波札那

賴索托 獅子山共和國

象牙海岸 納米比亞

賴比瑞亞 馬拉威

歷年慈濟基金會全球慈善關懷國家地區分布圖

史瓦濟蘭 澳洲

巴布亞新幾內亞

印尼

馬紹爾共和國

索羅門群島

美屬薩摩亞

密克羅尼西亞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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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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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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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汶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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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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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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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奧地利

波士尼亞
塞爾維亞

科索沃

烏克蘭

車臣

亞塞拜然

捷克

法國

甘比亞
幾內亞比索

獅子山共和國

象牙海岸

聖多美普林西比

賴比瑞亞

辛巴威

波札那

納米比亞

坦尚尼亞

盧安達

衣索比亞

南非
賴索托

玻利維亞

祕魯

墨西哥

瓜地馬拉

薩爾瓦多

哥斯大黎加

哥倫比亞

厄瓜多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委內瑞拉

多明尼加

多明尼克

荷屬聖馬丁

海地

美國

加拿大

巴拉圭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義大利

丹麥

比利時

西班牙葡萄牙

德國

愛爾蘭

莫三比克

馬拉威

以色列

挪威
瑞典

瑞士

敘利亞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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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委內瑞拉

多明尼加

多明尼克

荷屬聖馬丁

海地

美國

加拿大

巴拉圭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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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瓦濟蘭 澳洲

巴布亞新幾內亞

印尼

馬紹爾共和國

索羅門群島

美屬薩摩亞

密克羅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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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菲律賓

日本

孟加拉

泰國

寮國緬甸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汶萊

越南柬埔寨

尼泊爾

巴基斯坦阿富汗

伊朗

伊拉克

土耳其

約旦

外蒙古

朝鮮

韓國中國大陸

印度

斯里蘭卡

東帝汶

紐西蘭

塞內加爾

英國
荷蘭

奧地利

波士尼亞
塞爾維亞

科索沃

烏克蘭

車臣

亞塞拜然

捷克

法國

甘比亞
幾內亞比索

獅子山共和國

象牙海岸

聖多美普林西比

賴比瑞亞

辛巴威

波札那

納米比亞

坦尚尼亞

盧安達

衣索比亞

南非
賴索托

玻利維亞

祕魯

墨西哥

瓜地馬拉

薩爾瓦多

哥斯大黎加

哥倫比亞

厄瓜多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委內瑞拉

多明尼加

多明尼克

荷屬聖馬丁

海地

美國

加拿大

巴拉圭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義大利

丹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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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瑞典

瑞士

敘利亞

德國

▎全球共計：97個國家地區

▎資料來源：宗教處

大洋洲地區（7） 歐洲地區（21） 美洲地區（21）
巴布亞新幾內亞 科索沃 瑞典 美國 薩爾瓦多

馬紹爾共和國 亞塞拜然 瑞士 加拿大 哥倫比亞

密克羅尼亞西 車臣 比利時 墨西哥 巴拉圭

澳洲 烏克蘭 西班牙 巴西 委內瑞拉

索羅門群島 英國 法國 阿根廷 哥斯大黎加

紐西蘭 奧地利 德國 秘魯 荷屬聖馬丁

美屬薩摩亞 捷克 愛爾蘭 海地 玻利維亞

義大利 挪威 宏都拉斯 智利

荷蘭 波士尼亞 多明尼加 多明尼克

丹麥 塞爾維亞 尼加拉瓜 厄瓜多

葡萄牙 瓜地馬拉

【註】
一、2018 年新增國家：寮國、馬拉威
二、慈濟寮國慈善工作始於 1996 年，以貧困個案濟助、機構關懷為主，直至 2018 年 7 月的阿速坡

省水壩潰堤事件，才啟動跨國急難援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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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慈濟基金會臺灣社會救助服務概況

東部 南部 中部 北部 總計

弱

勢

家

庭

扶

助

提報個案
個案件數 1,347 3,403 6,061 3,824 14,635

志工人次 3,447 16,790 30,230 14,760 65,227

長期濟助

長期戶次 22,650 19,332 80,246 15,600 137,828

口數 69,169 44,685 213,343 36,290 363,487

白米 128,070 4,110 ─ ─ 132,180

新增戶數 160 479 1,501 363 2,503

停扶戶數 436 592 1,358 497 2,883

志工人次 67,950 96,660 401,230 62,400 628,240

居家關懷

居關戶次 32,646 20,441 54,332 48,432 155,851

口數 107,329 54,073 164,126 118,525 444,053

新增戶數 703 918 1,734 2,016 5,371

停關戶數 1,055 1,041 1,959 2,257 6,312

志工人次 97,938 102,205 271,660 193,728 665,531

急難補助

醫療補助 982 483 1,163 979 3,607

喪葬補助 152 279 873 254 1,558

一般急難補助 1,307 2,102 4,423 2,505 10,337

合計件數 2,441 2,864 6,459 3,738 15,502

志工人次 6,006 14,320 31,680 14,664 66,670

居家環境

改善

居家打掃戶數 2 16 17 33 68

房屋修繕戶數 7 18 44 47 116

居家安全改善戶數 71 15 1 13 100

志工人次 254 612 751 1,315 2,932

節慶關懷
受益戶次 6,931 5,113 21,087 7,906 41,037

志工人次 20,793 15,920 105,435 31,641 173,789

每月例行

發放

場次 112 59 33 33 237

受益戶次 7,966 2,065 8,530 954 19,515

志工人次 3,920 2,166 4,651 760 11,497

項

量  

區

案
目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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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慈發處

東部 南部 中部 北部 總計

冬令發放

場次 9 5 23 11 48

受益戶次 5,645 3,717 11,107 5,472 25,941

義診人次 203 260 691 717 1,871

義剪人次 194 455 930 776 2,355

志工人次 17,789 15,030 49,299 28,963 111,081

往診

場次 50 ─ 91 ─ 141

受益戶次 206 ─ 483 ─ 689

志工人次 74 ─ 2,415 ─ 2,489

獎

助

學

金

助學補助

補助人次 2,997 770 4,309 1,131 9,207

志工人次 8,991 3,850 21,545 4,524 38,910

新芽

獎學金

獲獎人數 1,836 883 4,506 1,303 8,528

志工人次 2,445 3,291 6,423 6,853 19,012

長

者

關

懷

獨居長者

關懷

受益戶次 ─ 1,650 ─ 12,632 14,282

受益人次 ─ 1,829 ─ 13,316 15,145

志工人次 ─ 8,250 ─ 50,528 58,778

社區關懷

據點

場次 2,102 2,078 1,597 937 6,714

受益人次 67,349 62,470 51,373 40,673 221,865

志工人次 23,274 28,576 25,479 19,955 97,284

社

區

營

造

原鄉酒害

覺醒運動

場次 18 ─ ─ ─ 18

受益人次 763 ─ ─ ─ 763

志工人次 34 ─ ─ ─ 34

【註】
一、獨居長者關懷，為承接臺北市、高雄市政府獨居長輩關懷成果。
二、1966 年至 2018 年，慈濟基金會為弱勢家庭提供長期濟助，不論補助年限長短，皆計算ㄧ戶，2018

年新增 2,503 戶，累計 58,411 戶；急難發生時，依個案狀況提供醫療、喪葬等補助，2018 年新增
15,502 件，累計 302,129 件。

項

量  

區

案
目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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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18年慈濟基金會臺灣災害救助概況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慈發處

臺灣災害救助個案統計

東部 北部 中部 南部 總計

火災

件數 18 94 45 45  202 

關懷戶次 23 700 102 107  932 

補助戶數 17 143 78 42  280 

風災

件數 1 1 — —  2 

關懷戶次 7 436 — —  443 

補助戶數 5 1 — —  6 

水災

件數 — 1 1 4  6 

關懷戶次 — 3 9,495 81  9,579 

補助戶數 — — 265 2  267 

震災

件數 1 — — —  1 

關懷戶次 1,494 — — —  1,494 

補助戶數 212 — — —  212 

車禍

件數 14 7 6 10  37 

關懷戶次 84 20 26 17  147 

補助戶數 67 3 15 10  95 

其他災害/
急難事件

件數 11 12 6 15  44 

關懷戶次 34 121 8 39  202 

補助戶數 8 35 2 12  57 

合計

件數  45  115  58  74  292 

關懷戶次  1,642  1,280  9,631  244  12,797 

補助戶數  309  182  360  66  917 

志工人次 9,530 3,869 10,744 801  24,944 

【註】

一、災害救助包括地震、水災、火災、風災、空難、重大船難、疫情、重大車禍、公安意外、一般意外

及其他。

二、2018年重大急難事件：0206花蓮震災、0207嘉義市西區林森西路民宅火災、0402新北市三重區大

同北路民宅瓦斯氣爆、0428桃園市平鎮區敬鵬工業工廠火災、0813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附設護理

之家火災、0823熱帶低壓水災、1021鐵路事故等。

項目
區域



統
計
圖
表

慈
善

449

2018年慈濟基金會臺灣機構關懷分布概況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慈濟

合心區
縣市別

身心障礙

育幼機構

安養

養護機構

監獄輔導

警政機構

遊民

關懷機構
志工動員 服務人次

北區
（一、二、

三）

臺北市 5 37 — 1 5,661 7,674

新北市 6 38 2 — 7,816 21,103

基隆市 1 2 — — 499 434

金門縣 ─ 1 1 — 292 1,187

澎湖縣 ─ — — — — —

桃園區 桃園市 5 9 1 1 1,884 7,810

新竹區
新竹縣 2 2 — — 550 1,227

新竹市 2 1 1 — 531 2,491

苗栗區 苗栗縣 2 10 1 — 956 10,198

中區、港區 臺中市 — 52 4 — 7,007 18,687

南投區 南投縣 1 7 2 — 654 4,052

彰化區 彰化縣 1 18 3 — 3,880 9,822

雲林區 雲林縣 1 20 1 — 718 1,767

嘉義區
嘉義縣 1 10 1 — 1,079 3,053

嘉義市 — 5 — — 504 1,052

臺南區 臺南市 5 27 8 — 3,119 18,106

高雄區 高雄市 4 43 5 — 6,261 22,175

屏東區 屏東縣 1 16 2 — 1,995 12,854

宜蘭區 宜蘭縣 2 7 1 — 1,364 8,071

花東區
花蓮縣 1 7 4 — 1,913 16,910

臺東縣 — 1 1 — 193 1,840

  總計 40 313 38 2 46,876 170,513

【註】

一、臺北市、新北市於2015.07.28由一個合心區擴編成三個合心區。

二、中區合心區於2016.01.14擴編成中區、南投區；再於2017.01擴編成中區、港區、苗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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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河南

雲南

遼寧

吉林

山西

新疆

青海

寧夏

黑龍江

上海

海南

西藏

江蘇

浙江

安徽

河北

天津

北京

貴州

廣西

重慶

廣東、浙江、上海、北京、江蘇、湖北、湖南、

四川、廣西、福建、天津、陝西、重慶、山東、

海南、雲南、河南、河北、黑龍江

2,227例送髓

上海、福建2棟醫院病房大樓

江蘇、安徽、浙江、廣東、湖南、河南、寧夏、

貴州、雲南
13所愛幼中心

遼寧、河北、江蘇、安徽、福建、江西、廣東、

河南、甘肅、四川、貴州、新疆
希望工程

河北、江蘇、安徽、福建、江西、廣東、湖南、

河南、甘肅、四川、貴州、廣西
5,465戶建房（大愛屋）

福建2處海堤

甘肅19,060眼水窖

江蘇、安徽10所、148間敬老院

湖北1所兒童福利院

西藏、四川低氟磚茶

河北、江蘇、福建12,437人次光明行動

吉林、遼寧、天津、河北、江蘇、浙江、江西、

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陝西、貴州、

雲南、四川、重慶、甘肅

助學金援助行動

急難救助、大型物資發放、

冬令發放（含糧食、食用油、

冬衣、棉被、醫療包、鞋子等

民生物資）

137,678人

吉林、遼寧、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

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陝西、貴州、甘肅、四川、

重慶、青海、雲南

（註二）

19個實驗區

（註三）

64所

（註一）

歷年慈濟基金會中國大陸援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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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

廣東

江西

福建

陝西

湖北

湖南

甘肅

四川

河南

雲南

遼寧

吉林

山西

新疆

青海

寧夏

黑龍江

上海

海南

西藏

江蘇

浙江

安徽

河北

天津

北京

貴州

廣西

重慶

廣東、浙江、上海、北京、江蘇、湖北、湖南、

四川、廣西、福建、天津、陝西、重慶、山東、

海南、雲南、河南、河北、黑龍江

2,227例送髓

上海、福建2棟醫院病房大樓

江蘇、安徽、浙江、廣東、湖南、河南、寧夏、

貴州、雲南
13所愛幼中心

遼寧、河北、江蘇、安徽、福建、江西、廣東、

河南、甘肅、四川、貴州、新疆
希望工程

河北、江蘇、安徽、福建、江西、廣東、湖南、

河南、甘肅、四川、貴州、廣西
5,465戶建房（大愛屋）

福建2處海堤

甘肅19,060眼水窖

江蘇、安徽10所、148間敬老院

湖北1所兒童福利院

西藏、四川低氟磚茶

河北、江蘇、福建12,437人次光明行動

吉林、遼寧、天津、河北、江蘇、浙江、江西、

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陝西、貴州、

雲南、四川、重慶、甘肅

助學金援助行動

急難救助、大型物資發放、

冬令發放（含糧食、食用油、

冬衣、棉被、醫療包、鞋子等

民生物資）

137,678人

吉林、遼寧、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

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陝西、貴州、甘肅、四川、

重慶、青海、雲南

（註二）

19個實驗區

（註三）

64所

（註一）

山東

廣東

江西

福建

陝西

湖北

湖南

甘肅

四川

河南

雲南

遼寧

吉林

山西

新疆

青海

寧夏

黑龍江

上海

海南

西藏

江蘇

浙江

安徽

河北

天津

北京

貴州

廣西

重慶

廣東、浙江、上海、北京、江蘇、湖北、湖南、

四川、廣西、福建、天津、陝西、重慶、山東、

海南、雲南、河南、河北、黑龍江

2,227例送髓

上海、福建2棟醫院病房大樓

江蘇、安徽、浙江、廣東、湖南、河南、寧夏、

貴州、雲南
13所愛幼中心

遼寧、河北、江蘇、安徽、福建、江西、廣東、

河南、甘肅、四川、貴州、新疆
希望工程

河北、江蘇、安徽、福建、江西、廣東、湖南、

河南、甘肅、四川、貴州、廣西
5,465戶建房（大愛屋）

福建2處海堤

甘肅19,060眼水窖

江蘇、安徽10所、148間敬老院

湖北1所兒童福利院

西藏、四川低氟磚茶

河北、江蘇、福建12,437人次光明行動

吉林、遼寧、天津、河北、江蘇、浙江、江西、

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陝西、貴州、

雲南、四川、重慶、甘肅

助學金援助行動

急難救助、大型物資發放、

冬令發放（含糧食、食用油、

冬衣、棉被、醫療包、鞋子等

民生物資）

137,678人

吉林、遼寧、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

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陝西、貴州、甘肅、四川、

重慶、青海、雲南

（註二）

19個實驗區

（註三）

64所

（註一）

▎統計時間：1991~2018 年

▎資料來源：宗教處

【註】

一、希望工程統計修正「65→64」，因四川省雅安市名山中學與名山第一中學為同一所學校，故扣除

重複計算。

二、設19個實驗區（含實驗組和對照組），觀察人口計8,101人，受助人數達6,317人（藏族），受助

點包括6個自然村莊，6所學校，5所寺院，1所養老院。

三、2018年冬令發放27,308戶，共49,276人受惠。冬令發放自1991年起，針對各地受災戶、貧困家庭

進行物資援助，迄今嘉惠3,024,51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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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歷年慈濟基金會發放農委會援外大米統計

時期
年度援贈數量

 （公噸）

援助

國家/地區

援米數量

（公噸）
備註

2003年 500 非洲三國  500 南非、賴索托、史瓦濟蘭。

2003年5月
至

2005年8月
50,000 印尼  50,000 

慈濟基金會為關懷印尼貧民，2003年展開

「愛灑人間大米發放」人道援助計畫，臺

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捐贈大

米、提供五萬噸大米，自2003年至2005年間

在印尼，經由慈濟人直接發放至各貧困地區

居民手上，嘉惠達250萬戶。

2004年 2,500 伊朗  2,500 援助伊朗巴姆古城地震災民。

2005年3月
至

 2007年11月
30,000 印尼  30,000 

為援助南亞海嘯災民，臺灣農委會再度與慈

濟基金會合作，提供三萬噸大米，於2005至
2008年之間，嘉惠超過100萬戶受創災民。

2011年 6,820

印尼  5,000 

菲律賓  1,500 

非洲三國  320 南非、賴索托、史瓦濟蘭。

2012年 1,500
菲律賓  860 

非洲四國  640 南非、賴索托、史瓦濟蘭、辛巴威。

2013年 3,500

菲律賓  1,500 

印尼  840 

非洲五國  860 南非、賴索托、史瓦濟蘭、辛巴威、莫三比克。

約旦  100 

海地  160 

斯里蘭卡  40 

2014年 7,300

菲律賓  4,700 

印尼  840 

非洲五國  1,420 南非、賴索托、史瓦濟蘭、辛巴威、莫三比克。

約旦  100 

海地  240 

2015年 8,860

菲律賓  6,000 

非洲五國  1,760 南非、賴索托、史瓦濟蘭、辛巴威、莫三比克。

約旦  100 

海地  500 

宏都拉斯  260 

柬埔寨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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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年度援贈數量

 （公噸）

援助

國家/地區

援米數量

（公噸）
備註

2016年 7,640

菲律賓  4,400 

非洲七國  1,720 
南非780、賴索托200、史瓦濟蘭160、辛巴

威200、莫三比克160、
波札那20、獅子山200公噸。

約旦  100 

海地  600 

柬埔寨  600 

緬甸  200 

荷屬聖馬丁  20 

2017年 6,320

菲律賓  1,680 

非洲七國  2,180 
南非740、賴索托240、史瓦濟蘭160、辛巴

威200、莫三比克200、波札那40、獅子山

600公噸。

約旦  100 

海地  1,380 

宏都拉斯  560 

柬埔寨  400 

荷屬聖馬丁  20 

2018年 3,900

菲律賓  440 

南非地區

六國
 1,280 南非680、賴索托260、史瓦濟蘭100、莫三

比克160、波札那20、辛巴威60公噸。

獅子山  600 

海地  900 

宏都拉斯  280 

柬埔寨  320 

荷屬聖馬丁  80 

總計   128,840

▎慈濟「國際急難救援及扶困計畫──農委會援外大米」，

2003-2018年共援助17個國家地區，發放大米總計128,840公噸。

▎資料來源：慈發處、宗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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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18年慈濟基金會全球歲末暨冬令發放統計
▎資料來源：宗教處、慈發處

洲別 國家地區 受惠戶數／次 動員志工人次

亞洲

臺灣 25,941 111,081

香港 790 891

越南 8,515 367

日本 575 107

泰國 2,562 ─

汶萊 11 6 

約旦 717 89

新加坡 275 436

菲律賓 1,255 92

中國大陸 27,308 ─

馬來西亞 6,039 12,259 

非洲

南非 11 14,192

賴索托 17,750 2,160

波札那 2,000 533

史瓦帝尼 10,000 5,250

莫三比克 7,378 5,118

歐洲
英國 352 42

塞爾維亞 2,074 33

美洲

美國 6,913 1,537

加拿大 4,135 493

巴拉圭 282 121

阿根廷 1,119 82

瓜地馬拉 451 120

多明尼加 870 42

大洋洲
澳洲 330 168

紐西蘭 4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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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慈濟基金會全球獎助學金發放統計
▎資料來源：宗教處、慈發處

洲別 國家地區 受惠人數／次 動員志工人次

亞洲

臺灣
新芽獎學金 8,528 19,012

助學補助 9,207* 38,910

香港 421 140 

泰國 1,827 ─

日本 29 145

越南 1,883 409

汶萊 4 6

印尼 51 148

約旦 1,044 ─

新加坡

新芽助養金 50

3,364新芽獎勵金 51

大專助學金 38

菲律賓 1,121 700

中國大陸 4,485 ─

馬來西亞 13,078 21,344 

美洲

美國 229 1,170 

加拿大 228 84

瓜地馬拉 955 110 

多明尼加 1 4

非洲
南非 107 120

史瓦帝尼 9 30 

大洋洲 紐西蘭 44 50

【註】

一、標記「*」的數據統計單位為「人次」，其餘皆為人數。

二、各國助學金發放，因地制宜，多數國家的慈濟志工用心安排典禮，舉行頒發儀

式，另有家訪致贈，以及匯款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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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歷年慈濟基金會援建大愛屋全球分布統計

亞洲（10個國家地區，計17,225戶）
國家地區 時間 援建因緣 數量（戶） 備註

臺灣

3,260戶

1967 照顧戶舊房重建 1 花蓮縣吉安鄉南華村

1971 娜定颱風援建 3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

1975
妮娜颱風援建（又名「慈

濟康樂小築」）
15 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

1994 道格颱風援建 35 南投縣仁愛鄉力行村翠巒部落

1999 九二一大地震 1,776 臺中、南投、雲林等八縣巿，共十八個鄉鎮巿，計44處。

2001 桃芝颱風援建 12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村

2007 照顧戶舊房援建 1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

2009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

援建
1,276

高雄縣杉林鄉、臺南縣玉井鄉、屏東縣長治鄉及高樹

鄉。（配套：教堂2間、活動中心3棟、小學1所。）

2011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

暨凡那比颱風援建
58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村、義林村、大後村及丹林村接連

遭受莫拉克與凡那比颱風重創，村民願意遷村至新埤

鄉萬隆村南岸農場重建「新來義部落」。第一期工

程由紅十字會承擔，慈濟基金會負責二期工程，於

2011年6月18日動工，2012年1月15日入住。

2014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

暨凡那比颱風援建
22

屏東縣新埤鄉「新來義部落」第三期工程於2014年
11月5日動工，2015年10月3日入住；住戶為來義鄉

來義村東部落居民。

2016 蘇迪勒颱風援建 14
桃園市復興區合流部落14戶15棟（其中一戶人口眾

多，蓋2棟）。

2017
土石流潛勢溪流高度危險

區
47

臺東縣大武鄉愛國蒲部落，2017年4月12日動土，2018年7
月31日啟用。

中國大陸

5,465戶

1991 水患援建 1,513 安徽省全椒縣（14處）、江蘇省興化縣（15處）

1992 水患援建 1,594 河南省固始、息縣（34處）

1994 水患援建 97 廣西省貴港、藤縣（3處）

1995 水患援建 58 江西省都昌縣（2處）

1996 扶困援建 79 河北省張家口巿

1998 水患（賀伯颱風）援建 63 湖南省華容縣

2000~2009 長期扶困計畫 401 貴州省花溪區（2處）、羅甸縣（5處）、紫雲縣

2003 扶困援建 1 福建省廈門市

2006 長期扶困計畫 18 甘肅省東鄉縣

2006~2007 水患（碧利斯颱風）援建 155 廣東省大浦縣、乳源縣

2006~2007 水患援建 100 福建省順昌縣（3處）

2006~2007 水患援建 100 福建省漳埔縣

2007 扶困援建 2 福建省福鼎市

2008 甘肅長期扶困遷村計畫 210 甘肅省靖遠縣若笠鄉

2008 地震援建 91 四川省德陽巿中江縣富興鎮光明村

2010 水患援建 400 福建省順昌縣洋口鎮（上鳳慈濟大愛村）

2012 甘肅長期扶困計畫 300 甘肅省五合慈濟新村

2013 扶困援建 1 福建省漳州市

2016 鹽城風災 282 江蘇鹽城阜寧大愛村

尼泊爾 1994 水患援建 1,800
勞特哈特縣、薩拉衣縣、馬克萬普縣共4處（配套：

公園、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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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1967~2018年於全球15個國家地區

　總計援建18,730戶大愛屋

▎資料來源：宗教處、慈發處

國家地區 時間 援建因緣 數量（戶） 備註

泰國

160戶

1995 泰北三年扶困計畫 157

清萊省皇太后縣回賀（56戶）、清萊省密歲縣萬偉鄉滿

嘎拉（35戶）、清邁省芳縣昌隆（28戶）、清邁省密埃

縣密撒拉（11戶）等四處慈濟村，及各難民村住戶扶困

重建（27戶）。

（配套：修路及自來水給水工程、聯外道路、村內道路

加長等公共設施）

2011 照顧戶舊房援建 1
曼谷水泥廠社區（Rongpoon）慈濟照顧戶家庭查瓏

阿嬤舊屋原址重建

2015 扶困援建 2 曼谷孔堤社區、清邁府芳縣

印度 2001 強震援建 227 古茶拉底省（Gujarat）

土耳其 2001 強震援建 300
歌覺巿（Golcuk）
（配套：禮拜堂、公園、警衛室、醫療站和籃球場等

公共空間）

印尼

5,317戶

2002 水患援建 1,700
雅加達金卡蓮村（1,100戶）、慕業拉紅溪漁村區（600戶）

（配套：學校、義診中心、老人院等）

2005 南亞海嘯援建 2,568
班達亞齊（716戶）、大亞齊（850戶）、西亞齊

（1,002戶）

（配套：學校、活動中心、義診中心、帳篷3,700頂）

2006-2016 「扶困計畫」 629 雅加達

2008 「扶困計畫」 156 萬隆（28戶）、錫江（128戶）

2010 巴東地震援建 100 魯佈波雅路

2012 「扶困計畫」 67 棉蘭

2013 「扶困計畫」 43 當格朗（14戶）、龍目（29戶）

2016 「扶困計畫」 54 巨港（17戶）、茂霧（37戶）

斯里蘭卡

650戶

2005 南亞海嘯援建 649
漢班托塔縣（Hambantota）實梨布普拉（Siribopura）
（配套：學校、社區中心、職訓所、鄰里中心、集會

堂、帳篷296頂）

2011 照顧戶舊房援建 1
援助慈濟照顧戶家庭珊蒂（Shanthi），破舊漏雨房

屋原址重建。01/26首次家訪、03/11動工、04/22新
居落成

菲律賓

35戶

2008 風神風災援建 1 怡朗省（Iloilo）怡朗市（Iloilo City）
2008 扶貧援建 1 馬尼拉敦洛區(Pitong Gatang, Tondo, Manila)
2009 扶貧援建 1 馬尼拉聖沓迷沙區（Sta. Mesa, Manila）

2011 扶貧援建 1
馬利僅那市杜瑪那里，協助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獨居長

者瑪莉亞（Maria Christina Edra）安身

2012 馬尼拉水災援建 30 馬尼拉

2014 水災援建 1 馬利僅那市（Marikina）馬蘭代里（Malanday）

馬來西亞

11戶
2015 水災援建 11 吉蘭丹道北縣（Tumpat）鑽石村（Kg Berlian）

美洲（4個國家地區，計1,436戶）

祕魯 1998 水患援建 100 南巴耶給省契克拉由縣

薩爾瓦多 2001 強震援建 1,175
自由省薩卡哥友巿（340戶）、自由省鄉米可巿（835戶）

（配套：活動中心、足球場、診所、學校、職業訓練

中心、大愛農場教室等）

美國 2003 扶困援建 1 亞利桑那州鳳凰城

宏都拉斯 2011 水患援建 160 秋省（Choluteca）馬可比亞市（Morcavia）

非洲（1個國家地區，計69戶）

南非 2000 水患援建 69
約翰尼斯堡亞歷山大區

（配套：遊樂場、福利社、電話亭、公廁衛浴、活動中心）

【註】
一、「大愛屋」係指永久住宅，簡易屋援建統計不列入此表。
二、慈濟菲律賓2013年海燕風災中長期援助行動，2018年5至12月為萊特省（Leyte）卡南加鎮

（Kananga）災民在該鎮聖嬰里（Santo Niño）搭建一百二十間簡易屋；土地由奧莫克前市長愛德
華‧寇狄拉（Edward Codilla）伉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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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基金會援建學校全球分布統計

 印尼 水患            3所
  地震          10所
  南亞海嘯      9所
  風災              1所
  扶困            11所

   冰雹          1所

 中國大陸 水患 19所
  扶困    19所
  冰雹 1所
  風災 6所
  地震 19所

 斯里蘭卡  南亞海嘯   1所

南非   扶困  8所

墨西哥 扶困 1所

海地     地震   4所 

多明尼加 風災 1所

 

 薩爾瓦多 地震 2所
  扶困 1所

巴拉圭      扶困   7所

 瓜地馬拉 扶困 1所

 菲律賓      風災        2所

臺灣 地震 51所
 風災 1所
 減災希望工程 21所

緬甸       風災 3所
  扶困 12所

泰國    扶困 3所

 柬埔寨 水患 2所

伊朗       地震 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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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底，慈濟於全球計16個國家地區，

　　　　　　　　總共援建225所學校。

▎資料來源：宗教處、慈發處

一、簡易教室、校園設施等援建，不列於援建學校項目內。

二、中國大陸地震援建學校統計修正，「20→19」，因四川省雅安市名山中學與名山第一中學為

同一所學校，故扣除重複計算。

三、臺灣簡易教室援建統計：臺中東陽國小7間、雲林元長國小7間、雲林橋頭國小7間、雲林潮厝

國小6間、臺南龍崗國小2間。

 印尼 水患            3所
  地震          10所
  南亞海嘯      9所
  風災              1所
  扶困            11所

   冰雹          1所

 中國大陸 水患 19所
  扶困    19所
  冰雹 1所
  風災 6所
  地震 19所

 斯里蘭卡  南亞海嘯   1所

南非   扶困  8所

墨西哥 扶困 1所

海地     地震   4所 

多明尼加 風災 1所

 

 薩爾瓦多 地震 2所
  扶困 1所

巴拉圭      扶困   7所

 瓜地馬拉 扶困 1所

 菲律賓      風災        2所

臺灣 地震 51所
 風災 1所
 減災希望工程 21所

緬甸       風災 3所
  扶困 12所

泰國    扶困 3所

 柬埔寨 水患 2所

伊朗       地震 5所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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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臺灣慈濟醫療網服務人次／數

暨志工投入人次　　           ▎資料來源：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花蓮慈院 大林慈院 臺北慈院 臺中慈院 玉里慈院 關山慈院 合 計

　門急診、住院相關數據

病床數 1,039 921 1,024 1,122 36 52 4,194

門診人次 677,418 1,158,306 1,205,146 718,932 95,516 57,681 3,912,999

急診人次 52,297 43,045 65,555 46,083 11,466 11,540 229,986

住院人次 30,323 25,932 33,381 27,950 1,017 395 118,998

住院人日 281,612 228,182 250,078 161,021 5,297 2,634 928,824

手術人次 22,686 16,834 21,689 19,356 755 230 81,550

平均每日

在院人數 
772 625 685 441 15 7 2,545

平均每日

門診人次
2,441 4,174 4,343 2,591 344 208 14,101

平均每日

急診人次
143 118 180 126 31 32 630

平均每日

手術人次 
62 46 59 53 2 1 223

平均

住院日
8.5 10.4 7.5 6.0 5.4 6.7 8.0

【註】

一、大林慈院門診人次及平均每日門診人次之計算，含斗六門診部之數據資料。  
二、平均住院日=出院人日／出院人次。      
三、各院病床數資料係為「衛生局登記之開放床數」，統計至2018年12月31日止。。    

     

花蓮慈院 大林慈院 臺北慈院 臺中慈院 玉里慈院 關山慈院 合 計

各院志工投入人次彙總表

志工投入

人次
62,567 59,927 66,961 29,496 4,963 2,593 226,507

各院社區活動成果彙總表

活動場次 1,160 1,318 1,884 632 668 661 6,323

參加人次 46,933 59,910 83,321 47,069 11,919 14,474 263,626
【註】

大林慈院志工投入人次及社區活動成果數據含斗六門診部之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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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臺灣慈濟醫療網社區服務場次及人次
▎資料來源：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花蓮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159 5,603 

社區衛教活動 -醫學講

座、團體衛教
27 845 

學校與機構衛教活動 3 75 

烹飪教室 3 444 

營養推廣活動 3 258 

病友會活動/支持性團體活

動
17 1,044 

機構關懷 4 130 

健康諮詢活動 1 50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機

構或學校)
30 13,849 

戒菸、酒、檳榔活動 18 872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

益提昇計晝(IDS)
683 6,389 

無中醫鄉巡迴醫療 99 1,518 

義診 27 966 

專案計畫健康篩檢 47 8,118 

癌症篩檢活動(社區) 32 1,004 

居家護理 － 5,750 

居家往診 7 18 

合計 1,160 46,933 

大林慈院（含斗六門診部）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社區衛教活動-醫學講座、

團體衛教
443 37,404 

社區營造 40 400 

病友會活動/支持性團體活

動
61 2,513 

各式活動醫療站 8 80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機

構或學校)
8 762 

義診 49 1,618 

衛生所與學校診所支援 310 5,750 

觀光地區急診醫療站 228 480 

社區健康篩檢 39 6,575 

志工健康關懷 92 1,524 

癌症篩檢活動(社區) 40 2,804 

合計 1,318 5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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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臺灣慈濟醫療網社區服務場次及人次

臺中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141 4,180 

社區衛教活動 -醫學講

座、團體衛教
189 10,449 

學校與機構衛教活動 36 5,986 

社區活動 19 3,922 

各式活動醫療站 13 29 

保健志工培訓活動(課程) 7 870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機

構或學校)
28 13,030 

戒菸、酒、檳榔活動 11 164 

義診 2 90 

衛生所與學校診所支援 65 845 

社區健康篩檢 24 1,597 

志工健康關懷 2 175 

特教機構學童體位評估 3 45 

長照2.0-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
92 5,687 

合計 632 47,069 

臺北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141 2,569 

社區衛教活動-醫學講座、

團體衛教
61 10,950 

學校與機構衛教活動 17 1,003 

營養推廣活動 24 1,011 

憂鬱症防治活動 2 35 

病友會活動/支持性團體活

動
356 11,289 

社區活動 28 2,675 

機構關懷 2 60 

媽媽教室 9 130 

健康諮詢活動 3 70 

保健志工培訓活動(課程) 15 1,401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機

構或學校)
15 9,882 

特殊疾病之營養攝取推廣 27 605 

戒菸、酒、檳榔活動 15 383 

醫院支援西醫基層總額醫

療資源不足地區
20 100 

無中醫鄉巡迴醫療 24 180 

義診 35 5,401 

衛生所與學校診所支援 199 4,110 

觀光地區急診醫療站 31 620 

社區健康篩檢 12 495 

專案計畫健康篩檢 70 1,005 

志工健康關懷 747 28,685 

癌症篩檢活動(社區) 22 637 

居家訪視服務(ICHC) 9 25 

合計 1,884 8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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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8 211 

社區衛教活動 -醫學講

座、團體衛教
4 75 

社區營造 149 1,636 

病友會活動/支持性團體活

動
10 85 

社區活動 5 914 

各式活動醫療站 4 6,700 

居家環境 1 1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

效益提昇計晝(IDS)
293 1,027 

無中醫鄉巡迴醫療 34 318 

義診 1 38 

衛生所與學校診所支援 145 3,116 

社區健康篩檢 4 340 

居家訪視服務(ICHC) 3 13 

合計 661 14,474 

▎資料來源：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玉里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21 357 

社區衛教活動 -醫學講

座、團體衛教
7 164 

社區活動 422 2,788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機

構或學校)
9 517 

專案計畫健康篩檢 7 1,333 

居家營養、用藥服務 1 5 

居家訪視服務(ICHC) 39 168 

老人日托 162 6,587 

合計 668 1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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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美國

巴拉圭

馬來西亞

菲律賓
香港

泰國

印尼
新加坡

斯里蘭卡

約旦

澳洲

加拿大

國際慈濟人醫會至2011年總計

洲別 國家/地區 醫師人數
護理人員
人數

醫技人員
人數

藥劑人員
人數

志工人數 總計

亞洲

（9）

臺灣 554 594 170 301 563 2,182

馬來西亞 679 236 100 178 472 1,665

新加坡 363 416 55 124 62 1,020

斯里蘭卡 15 10 ─ 1 215 241

菲律賓 222 17 6 5 230 480

泰國 262 545 ─ 178 614 1,599

香港 35 42 ─ ─ 5 82

印尼 664 290 76 122 596 1,748

約旦 4 ─ ─ 1 ─ 5

美洲

（3）

美國 933 229 240 70 3,313 4,785

加拿大 165 ─ ─ ─ ─ 165

巴拉圭 1 1 ─ ─ 5 7

大洋洲

（1）
澳洲 277 78 32 8 318 713

總計 4,174 2,458 679 988 6,393 14,692

【註】

2018年慈濟國際人醫會成員遍佈在全球13個國家地區，總計醫師人數4,174人，護理人員2,458人，

醫技人員679人，藥劑人員988人及醫療志工6,393人。

2018年國際慈濟人醫會（TIMA）成員全球分布
▎資料來源：宗教處       ▎統計期間：2018/12/31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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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國際慈濟人醫會（TIMA）全球義診

服務概況            ▎資料來源：宗教處        ▎統計期間：2018/12/31止

歷年義診場次 16,170 2018年義診場次合計 942 
歷年義診國家地區數 50 2018年受惠人次合計 123,984 
歷年受惠人次累計 3,087,016 2018年醫護人員動員人次

合計
14,353 

歷年醫護人員動員人次累計 296,218
歷年志工動員人次累計 539,878 2018年志工動員人次合計 25,544 

2018年慈濟人醫會全球義診服務表

洲別 國家/地區 義診場次 受惠人次
醫護人員

動員人次

志工

動員人次

亞洲

臺灣 426 29,538 7,061 12,892

馬來西亞 52 16,959 1,175 2,576 

印尼 76 24,036 1,739 1,067 

菲律賓 12 14,836 491 1,231

香港 3 321 68 152 

斯里蘭卡 1 4,100 26 215

泰國 17 9,215 985 614 

越南 2 1,886 146 317

約旦 8 2,659 261 280

美洲

美國 74 6,247 1,333 3,569

加拿大 185 1,316 159 313

巴拉圭 12 2,170 119 104

墨西哥 4 2,022 69 90

巴西 55 7,984 352 1,752 

大洋洲 澳洲 15 695 369 372 

合計 942 123,984 14,353 25,544

2018年慈濟全球醫療志業據點義診服務表（註）

洲別 國家/地區 受惠人次
醫護人員

動員人次

志工

動員人次

亞洲

馬來西亞 25,591 3,776 3,283
新加坡 45,020 8,294 8,654
菲律賓 11,850 671 1,759
印尼 24,036 1,739 1,067
柬埔寨 3,558 ─ 450

美洲
美國 4,600 1,825 4,584
加拿大 1,316 159 313

大洋洲 澳洲 901 672 74

合計 116,872 17,136 20,184
【註】
此表統計範圍係指慈濟在臺灣以外國家地區所設立的醫院、義診中心、社區門診中心、健康暨義診中心、

洗腎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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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國際慈濟人醫會（TIMA）臺灣義診

服務概況         ▎資料來源：宗教處        ▎統計期間：2018/12/31止

總 計
服務場次426場 服務人次29,538人

醫護動員人次7,061人 志工動員人次12,892人

臺灣地區慈濟人醫會義診服務統計

服務項目 區別 服務範圍 服務場次 服務人次
醫護

動員人次

志工

動員人次

偏遠地區

義診服務

北區
新北巿三芝區、平溪區、貢寮瑞

芳、雙溪區
35 4,471 1,808 2,875

中區
苗栗縣卓蘭鄉、南庄鄉；臺中

縣新社鄉
35 946 728 1,880

雲嘉南區
臺南巿南化鄉關山里；雲林縣

古坑鄉
13 708 178 362

高屏區
高雄市甲仙區；屏東縣恆

春、旭海，牡丹鄉往診
3 152 69 118

東區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7 879 236 301

離島健檢義診
北區 金門縣、澎湖縣 10 688 119 182

東區 綠島 2 202 120 40

街友義診

北區 桃園市 24 617 196 269

中區 臺中市、彰化市人安基金會 24 1,029 419 675

雲嘉南區 臺南巿人安基金會 11 973 122 145

社區健康促進活

動暨篩檢關懷

北區 社區健康關懷 8 430 172 208

中區 中區環保站健康關懷 10 417 400

雲嘉南區
雲嘉南環保站（環保志工健

康關懷）
1 814 101 38

高屏區 高雄市、屏東縣 55 7,488 592 1,112

外籍勞工

義診服務

北區 臺北火車站、新北巿、桃園市 8 696 216 753

中區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南投

收容所、臺中市移工
9 459 140 269

高屏區
東港外籍漁民、高雄區外籍

移工
3 2,276 120 195

東區 蘇澳漁港外籍漁工 1 365 10 60

警察人員暨眷屬

健檢關懷活動

北區 新竹市埔頂派出所 9 90 27 18

高屏區 高雄市左營分局 1 100 35 9

身心障殘人士、

植物人、教養機

構等健康照護及

口腔保健活動

北區

桃園市(教養機構義診)、新北巿

(教養機構牙科巡迴、特教班學

童整合照護)、創世

25 1,291 563 1,066

中區
南投啟智教養院；苗栗、臺

中、南投創世基金會
26 1,035 143 442

雲嘉南區
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縣市

等地教養院及機構
44 1,837 379 549

高屏區 高雄市、屏東縣 4 163 80 125

東區 臺東縣 1 330 45 50

居家醫療

往診服務
雲嘉南區 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縣市 38 490 282 587

慈濟照顧戶

發放義診

北區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2 87 46 19

雲嘉南區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15 418 97 124

高屏區 高雄市、屏東縣 2 87 18 21

總  計 426 29,538 7,061 1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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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志願捐贈者累計圖　　　▎資料來源：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註】

2018年新增10,465志願捐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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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全球捐贈案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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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案例數 國家地區 案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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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捐贈至31個國家地區

　1994~2018年總計：5,212例

　2018年新增捐贈案例：331例

▎資料來源：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至國外取髓案例數共 23 例 （2個國家）

國家 案例數 附註

美國 3
2003年5月30日，2 例經由慈濟向美國國家骨髓庫(NMDP)申請

配對成功的救命骨髓，送抵臺灣，立即由林口長庚醫院為病患

進行植入手術。

中國

大陸
20

2007年7月20日，透過大陸中華骨髓庫，首次捐贈2例至臺

灣。

總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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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臍帶血儲存量暨

移植統計　　　　  ▎資料來源：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臍帶血移植案例分布國家地區（2004年~2018年，共11個國家地區）

項目 臺灣 美國 英國 香港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德國 加拿大 澳洲 法國 瑞士

案例數 67 3 2 13 12 4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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臍帶血累計圖

臍帶血移植案例數（2004年∼2018年，總計移植106例）

【註】因儲存槽空間已滿，自2008年11月1日起，暫停止勸募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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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慈濟大學 慈濟科技大學

件數 件數

學術著作

SCI 76 20

SSCI 4 5

EI 3 0

TSSCI 3 1

其他 16 28

校內學報 1 6

研討會論文 37 67

專書著作 5 1

專 利 2 16

授權技轉(新增) 1 2

獲 獎 60 18

慈濟基金會產學合作案 42 24

非慈濟基金會產學合作案 15 47

校外計畫案(新增) 55 18

合計 320 253

2018年慈濟大學、科技大學師生研究成果統計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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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暨明細 班級總數 學生人數 教職員人數 人數合計

臺灣

慈濟大學

大學部人數：2,954人     碩士班人數：366人 
博士班人數：98人 
醫學院學生人數：2,208人
教育傳播學院學生人數：486人
（生命科學學院2018/8/1起併入醫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學生人數：724人

156 3,418 722 4,140 

慈濟科技大學

專科部：1,293人
大學部人數：1,821人
碩士班人數：39人

67 3,153 328 3,481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高中部：542人/15 班     國中部：645人/21 班
小學部：439人/22 班     幼稚園：180人/6班

64 1,806 182 1,988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

高中部：571人/18班     國中部：559人/22班
小學部：679人/27班

67 1,809 169 1,978 

泰國
佛教清邁慈濟學校

中學部：430人/16班     小學部：484人/15班 31 914 93 1,077

印尼

慈濟大愛學校（雅加達金卡蓮）

高　中：276人/9班       高　職：275人/9班
中　學：380人/12班     小　學：803人/27班
幼稚園：271人/11班

68 2,005 129 2,134 

印尼慈濟小學（SD Tzu Chi School） 46 1,139 105 1,244 

印尼慈濟幼稚園（TK Tzu Chi School） 22 473 62 535 

印尼慈濟中學（Tzu Chi Secondary School） 10 230 23 253 

馬來

西亞

馬六甲分會大愛幼兒園 9 125 16 141 

馬六甲分會淡邊聯絡處大愛幼兒園 1 10 3 13 

吉隆坡慈濟大愛幼兒園（班丹英達） 6 87 16 103 

吉隆坡慈濟大愛幼兒園（甲洞） 9 216 29 245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一分園(檳城) 5 80 20 100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二分園(峇六拜) 3 54 11 65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三分園(北海) 5 65 16 81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四分園(新山) 4 64 16 80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五分園(高淵) 3 31 13 44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六分園(吉打) 3 54 9 63 

馬來西亞分會檳城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46 633 70 703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檳城) 4 28 6 34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高淵) 1 11 1 12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北海) 2 15 2 17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吉打) 1 20 2 22 

加拿大 溫哥華國際中醫學院 6 130 28 158 

2018年度慈濟教育志業體各校在校生暨教職員

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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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暨明細 班級總數 學生人數 教職員人數 人數合計

新加坡
新加坡慈濟大愛幼教中心 9 143 25 168 

新加坡慈濟大愛安親班 3 62 3 65 

美國

蒙洛維亞慈濟大愛幼兒園 3 73 11 84

達拉斯慈濟大愛幼兒園 3 54 9 63

蒙洛維亞慈濟小學 6 42 11 53

核桃慈濟大愛幼兒園 6 120 16 136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6 81 15 96

核桃慈濟小學 3 31 5 36

洛杉磯慈濟人文學校 20 415 27 442

紐約慈濟人文學校 26 436 30 466

休士頓慈濟人文學校 15 145 18 163

夏威夷慈濟人文學校 8 61 6 67

新澤西州北部慈濟人文學校 16 192 31 223

聖馬刁慈濟人文學校 17 223 16 239

新澤西州中部慈濟人文學校 14 92 23 115

波士頓慈濟人文學校 10 103 16 119

達拉斯慈濟人文學校 19 222 30 252

芝加哥慈濟人文學校 16 153 26 179

爾灣慈濟人文學校 19 358 28 386

長島慈濟人文學校 27 420 23 443

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 10 51 11 62

西雅圖慈濟人文學校 20 339 24 363

庫菩提諾慈濟人文學校 14 230 16 246

華府慈濟人文學校 10 112 23 135

聖荷西慈濟人文學校 15 273 17 290

舊金山慈濟人文學校 13 289 17 306

聖迪瑪斯慈濟人文學校 10 134 18 152

匹茲堡慈濟人文學校 6 54 13 67

三谷慈濟人文學校 13 258 15 273

拉斯維加斯慈濟人文學校 14 178 23 201

邁阿密慈濟人文學校 10 107 21 128

波特蘭慈濟人文學校 12 169 15 184

美國總會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30 484 30 514

澳洲

澳洲慈濟人文學校（雪梨） 12 165 18 183

布里斯本慈濟人文學校 21 260 25 285

柏斯慈濟人文學校 9 176 10 186

英國 倫敦慈濟人文學校 12 111 10 121

總計 1,116 23,386 2,746 26,132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宗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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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單位分布

教育單位 數量（所）

大學 1

科技大學 1

中醫學院 1

高職 1

高級中學 3

中小學 2

中學 1

小學 3

幼稚園（幼兒園） 21

托兒所 2

人文學校 78

安親班 5

幼教中心 1

2018年慈濟基金會教育志業體全球分布概況

海外教育單位（分布8個國家，共109所）

小學 2個國家（印尼1、美國2），共3所

中小學 2個國家（泰國、印尼），共2所

中學 1個國家（印尼），1所

高級中學 1個國家（印尼），1所

高職 1個國家（印尼），1所

人文學校
5個國家（美國24、澳洲3、加拿大8、馬來西亞
42、英國1），共78所

幼稚園（幼兒園） 3個國家（印尼2、美國4、馬來西亞10），共16所

安親班 2個國家（馬來西亞4、新加坡1），5所

中醫學院 1個國家 (加拿大)，1所

幼教中心 1個國家（新加坡），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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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教育志業體於臺灣設有：幼兒園5所、托兒所2所、高級中學2所、科技大學1所、大學1所。

序 教育單位名稱 地點

1 慈濟大學 花蓮縣

2 慈濟科技大學 花蓮縣

3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花蓮縣

4 臺南巿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臺南市

5 花蓮慈濟大愛幼兒園暨花蓮慈濟大愛托嬰中心 花蓮縣

6 大林慈濟大愛幼兒園暨大林慈濟大愛托嬰中心 嘉義縣

7 臺南慈濟大愛幼兒園 臺南市

8 高雄慈濟大愛幼兒園 高雄市

9 臺北慈濟大愛幼兒園 新北市

社會教育推廣單位名稱

1 慈濟大學－花蓮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臺灣花蓮

2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臺北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北

3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板橋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北

4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萬華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北

5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蘆洲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北

6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桃園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桃園

7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新竹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新竹

8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臺中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中

9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清水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中

10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豐原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中

11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彰化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彰化

12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臺南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南

13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岡山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高雄

14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高雄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高雄

15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嘉義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嘉義

16 慈濟大學－馬六甲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17 慈濟大學－吉隆坡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18 慈濟大學－檳城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19 慈濟大學－新加坡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新加坡

20 慈濟大學－印尼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印尼

21 慈濟大學－美國總會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美國

22 巴生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23 八打靈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24 蒲種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25 吉隆坡靜思堂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26 亞庇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宗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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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中小學1所）

佛教清邁慈濟學校

印尼（幼稚園2所、小學1所、中小學1所、

中學1所、高職1所、高中1所）

1 雅加達金卡蓮大愛幼稚園

2 雅加達金卡蓮大愛村慈濟中小學

3 雅加達金卡蓮慈濟高職

4 雅加達金卡蓮慈濟高中

5 印尼慈濟幼稚園（TK Tzu Chi School）

6 印尼慈濟小學（SD Tzu Chi School ）

7 印尼慈濟中學 （Tzu Chi Secondary School）

馬來西亞（人文學校42所；幼兒園10所；

安親班4所）

1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檳城發林)

2 吉打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3 吉蘭丹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4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北海)

5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大山腳明德)

6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大山腳平民)

7 霹靂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8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古來1)

9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古來2)

10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土姑來)

11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笨珍)

12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新山市區)

13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江加浦來華小)

14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班蘭華小)

15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士乃華小)

16 峇株巴轄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白浮沙)

17 峇株巴轄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中學路)

18 峇株巴轄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新加蘭)

19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高淵培德)

20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高淵育才)

21 玻璃市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22 日得拉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23 登嘉樓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24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雙溪大年明德)

25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雙溪大年臨溪)

26 蘭卡威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27 彭亨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28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檳城日落洞募義總校)

29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檳城日落洞中華中學)

30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武吉淡汶文明)

31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武吉淡汶敬群)

32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檳城喬治市漢民)

33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檳城喬治市同善)

34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檳城峇六拜崇正)

35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檳城峇六拜光華)

36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檳城幼兒園)

37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峇六拜幼兒園)

38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北海幼兒園)

39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高淵幼兒園)

40 雪蘭莪靜思書軒慈濟人文學校

41 莪占必叻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42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吉打幼兒園)

43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一分園 (檳城)

44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二分園 (峇六拜)

45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三分園 (北海)

46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四分園 (新山)

47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五分園 (高淵)

48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六分園 (吉打)

49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 (檳城)

50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 (高淵)

51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 (北海)

52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 (吉打)

53 馬六甲大愛幼兒園

54 馬六甲分會淡邊聯絡處大愛幼兒園

55 甲洞大愛幼兒園

56 班丹英達大愛幼兒園

2018年慈濟基金會教育志業體全球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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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文學校24所；幼兒園4所；小學2所）

1 洛杉磯慈濟人文學校

2 西雅圖慈濟人文學校

3 休士頓慈濟人文學校

4 紐約慈濟人文學校

5 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

6 夏威夷慈濟人文學校

7 新澤西州北部慈濟人文學校

8 芝加哥慈濟人文學校

9 新澤西州中部慈濟人文學校

10 聖馬刁慈濟人文學校

11 達拉斯慈濟人文學校

12 波士頓慈濟人文學校

13 爾灣慈濟人文學校

14 長島慈濟人文學校

15 庫菩提諾慈濟人文學校

16 聖荷西慈濟人文學校

17 華府慈濟人文學校

18 舊金山慈濟人文學校

19 聖迪瑪斯慈濟人文學校

20 匹茲堡慈濟人文學校

21 三谷慈濟人文學校

22 拉斯維加斯慈濟人文學校

23 邁阿密慈濟人文學校

24 波特蘭慈濟人文學校 

25 蒙洛維亞慈濟大愛幼兒園

26 達拉斯慈濟大愛幼兒園

27 蒙洛維亞慈濟小學

28 核桃慈濟大愛幼兒園

29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30 核桃慈濟小學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宗教處

加拿大（人文學校8所、中醫學院1所）

1 列治文慈濟人文學校

2 多倫多慈濟人文學校

3 高貴林慈濟人文學校

4 溫哥華慈濟人文學校

5 素里慈濟人文學校

6 密西加沙慈濟人文學校

7 本拿比慈濟人文學校

8 北多倫多慈濟人文學校

9 溫哥華國際中醫學院

澳洲（人文學校3所）

1 澳洲慈濟人文學校

2 布里斯本慈濟人文學校

3 柏斯慈濟人文學校

新加坡（幼教中心1所、大愛安親班1所）

1 新加坡慈濟大愛幼教中心

2 新加坡大愛安親班

英國（人文學校1所）

1 英國倫敦慈濟人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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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交流概況

2018年慈濟大學新增國際學術交流機構表列

序 學校／機關團體 類別 國家/地區 簽約日期

1
清邁大學

Chiang Mai University
姊妹校 泰國 2018.03.05

2
安得魯大學

Andrews University
姊妹校 美國 2018.03.21

3
溫州醫科大學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姊妹校 中國 2018.03.27

4
迪波內戈羅大學

Diponegoro University
姊妹校 印尼 2018.05.12

5
深圳大學

Shenzhen University
姊妹校 中國 2018.06.25

2018  年慈濟科技大學新增國際學術交流機構表列

序 學校／機關團體 類別 國家/地區 簽約日期

1
西俄勒岡大學

Western Oregon University
MOU 美國 2018.03.08

2
諾丁漢特倫大學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MOU 英國 2018.06.21

3
斯旺西大學

Swansea University
MOU 英國 2018.03.19

4
南洋理工學院

Nanyang Polytechnic
MOU 新加坡 2018.11.12(續簽)

5
東京工藝大學（MOA）
Toky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OA 日本 2018.05.16

6
愛知學院大學（MOA）
Aichi Gakuin University

MOA 日本 2018.11.15

7
京福大學

Kyungbok University
MOU 韓國 2018.09.10(續簽)

8
廈門醫學院

Xiamen Medical University
MOU 大陸 2018.07.26(續簽)

9
遼寧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aoNing

MOU 大陸 2018.11.16(續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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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新增國際學術交流機構表列

序 學校／機關團體 類別 國家/地區 參訪日期

1
Cathedral School for Boys of San 
Francisco

教育交流 美國 2018.02.28

2 菲律賓義德中學 教育交流 菲律賓 2018.04.13

3 北京醫學院附屬中學 教育交流 中國大陸 2018.06.07

4 泰北清邁慈濟學校 人文交流 泰國 2018.07.19-25

5 亞羅士打吉華獨立中學 教育交流 馬來西亞 2018.08.18

6
美國密西根教育廳代理廳長Ms. 
Sheila A. Alles暨卓越教育人員處

長Ms. Leah Breen
教育交流 美國 2018.09.26

7 宮城縣聖和學園 教育交流 日本 2018.09.26

8 韓國慈川、北安、東踏國小 姊妹校 韓國 2018.11.09

9 日本岩手縣盛岡第一中學 教育交流 日本 2018.11.13

10 新加坡菩提學校 教育交流 新加坡 2018.11.27

11 韓國釜山養雲高中 姊妹校 韓國 2018.12.21

     

2018年臺南慈濟高級中學新增國際學術交流機構表列

序  學校／機關團體 類別 國家/地區 參訪日期

1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
人文交流/素質

交流
泰國 2018.07.19-25

2
Buddhist Tzu Chi Education Foundation
（慈濟美國教育基金會）

人文交流 美國

(1)國小團2018.07.03-19
(2)中學團2018.07.17-
08.09

3 泰國道德中心 人文交流 泰國 2018.10.12

4 韓國大邱市新上中學
學校交流/締結

姊妹校
韓國 2018.12.04-05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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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醫學系

兒童福利

看見晴天醫療服務隊陪伴計畫(花蓮見晴國小) 6 135 154 

看見晴天醫療服務隊期中出隊(花蓮見晴國小) 5 225 183 

見晴寒假出隊服務活動(花蓮見晴國小) 1 54 189 

第一型糖尿病甜蜜成長工作坊(慈濟醫院) 1 13 30 

微客國際志工服務(尼泊爾) 15 150 315 

AIESEC海外成長計畫：DISCOVER(羅馬尼亞) 60 240 1,800 

微客國際志工印度Rajasthan Virat Nagar梯隊(印度) 14 70 238 

2018與我童行－暑期兒童癌症育樂營(慈濟醫院) 1 16 64 

福利社區

2018年第六屆人醫菲揚-慈濟大學醫學院菲
律賓國際志工服務(菲律賓) 9 234 3,218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Friendly Hospitality 
House(捷克) 15 150 150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Protection of Flora 
and Fauna(捷克) 12 132 132 

護理系

兒童福利 早療家庭喘息陪伴服務(花蓮機場) 1 8 120 

福利社區 蘭嶼地區居家關懷服務活動(蘭嶼) 2 20 22 

社會公益 花蓮地震緊急應變、醫療站支援活動、安心活動(花蓮) 14 154 500 

老人福利
長者關懷與社區樂齡學堂服務學習活動(花蓮慶
豐社區、嘉里社區、愛加倍社區、民生社區、
佳民社區、鳳信文化健康站、馬太鞍社區)

6 216 96 

公共衛生學系 福利社區

2017慈大公衛系－臺東月眉部落社區服務學
習活動(花蓮月眉部落) 1 17 6 

2018衛了部落~偏鄉健康促進服務隊(花蓮景
美國小、銅門國小) 2 125 396 

臺東縣關山鎮電光社區健康促進服務學習活
動(臺東電光社區) 1 22 35

偏遠地區服務學習活動(花蓮國福里、華東部
落、銅門部落、北埔部落、景美部落) 5 203 285 

物理治療學系 身心障礙福利 長期照顧服務活動(花蓮地區居家個案) 1 26 24 

社會工作學系

兒童福利
健康小勇士活力營(花蓮卓樂國小) 1 16 30 

花蓮水源國小學童關懷陪伴服務(花蓮水源國小) 5 130 65 

青少年福利 友遍天下－國際生與社工系學生交流活動 2 16 34 

老人福利
花蓮慈院心蓮病房關懷陪伴服務(花蓮慈院
心蓮病房) 4 148 250 

福利社區

拒絕菸酒檳榔 讓愛走入偏鄉-卓清國小(花蓮
卓清國小) 2 19 44 

讓愛走動—拒絕惡習-卓樂國小(花蓮卓樂國小) 1 7 21 

震後重建-陪孩子跨越災變(花蓮中華國小) 8 72 168 

花蓮弱勢家庭關懷陪伴服務(花蓮) 4 156 156 

花蓮社區居民關懷服務 (永安社區關懷據
點、主農社區關懷據點、仁里社區福氣站、
民生社區關懷據點)

10 510 1,935 

大比大家庭關懷協會服務學習活動(花蓮縣
大比大家庭關懷協會) 1 53 1,000 

社工系師生海外服務學習活動(泰國清邁慈
濟學校) 29 609 828 

《泰young》泰北寒期國際志工服務(泰國清邁) 7 161 500 

106學年度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

服務學習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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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英美語文學系 福利社區

中英口譯服務(慈大語文中心) 1 11 32 

英語翻譯服務(臺灣維基媒體基金會) 18 144 3,600 

兒童發展與家庭
教育學系

兒童福利

玩具圖書館小小導覽志工巡迴徵選與服務(
慈濟大學) 8 59 80 

兒家系特殊教育志工隊服務活動(門諾醫院) 19 336 104 

幼兒園服務學習活動(東華附幼、花蓮北昌
附幼、吳甦樂幼稚園) 5 110 900 

幼兒靜思語教學服務(花蓮大愛幼兒園、中
原國小附幼) 2 32 480 

幼兒園主題教學服務活動 (花蓮大愛幼兒
園、明義國小附幼、迦南美地幼兒園) 3 45 663 

嬰幼兒照顧服務學習活動(花蓮大愛托嬰中
心、明星托嬰中心、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洄
瀾親子館)

3 78 173 

慈濟大學馬來西亞吉打幼兒園華語教育志工
服務(馬來西亞) 10 90 618 

2018馬來西亞檳城慈濟教育中心志工服務(
檳城) 10 80 1,199 

兒童福利
青少年福利

性別教育服務活動(花蓮平和國小、東華附
小、稻香國小、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17 459 605 

親職與代間教育方案設計服務活動(花蓮洄
瀾親子館、花蓮基督教芥菜種會少年之家、
花蓮高商)

3 51 290 

兒童福利
青少年福利
福利社區

婚姻與性別教育方案設計服務活動(花蓮監
獄、稻香國小、花蓮高農) 5 130 509 

青少年福利 兒家系子職教育服務學習活動(花蓮高商) 1 40 136 

老人福利

花蓮社區長者服務活動(花蓮國興里) 4 48 82 

學童陪伴服務活動(花蓮縣吉安國中、花蓮
縣佳民國小) 6 156 246 

生命科學系

社會公益
花蓮小農服務學習活動(花蓮好事集、水源
咖啡農場、光合作用農場) 3 33 200 

老人福利
社區長者關懷陪伴服務活動(花蓮北昌村福
境宮) 4 48 250 

人醫社 社會福利 人醫松浦文化健康營(松浦部落) 4 48 40 

北昌國小英語課
輔志工團隊

兒童福利
北昌國小學童英語課輔陪伴服務(花蓮北昌
國小) 28 692 680 

熱音社 社會福利 人文處募款表演服務活動 1 9 ─

國術社 兒童福利 國術社帶動中小學服務活動 7 42 58 

籃球社 青少年福利 籃球社帶動中小學服務活動 5 50 81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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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弦樂社

老人福利
全民養護中心老人復健服務活動(全民養護
中心) 1 10 10 

社會公益 弦樂社1000把大提琴公益演奏(雲翠大樓) 1 20 ─

聖經真理生命社 兒童福利 秀出你的YOUNG子帶動中小學 1 8 19 

海外華語教育暨
服務志工團

青少年福利
2017慈濟大學海外華語教育暨服務志工團
（泰國、印尼）

60 420 500 

川愛志工隊 青少年福利 2017川山躍領(四川) 15 270 1,120 

師資培育中心

兒童福利
火神之子 撒奇拉雅走讀（花蓮國福國小、
國福社區）

5 84 70 

青少年福利

花蓮縣立體育實驗高級中學夜間課輔 13 299 1,586 

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補救教學課輔 8 184 280 

花蓮縣立自強國民中學補救教學課輔 10 30 380 

富出行動、玩轉樂源學習營(花蓮富源國中) 22 484 600 

國福社區、富源社區學童陪伴服務活動(花
蓮國福國小、花蓮富源國中) 5 110 140 

心心相印：師資生海外見習服務學習團隊(
印尼) 16 264 1,660 

通識教育中心

老人福利
長者關懷與社區服務方案服務學習活動(花
蓮碧雲莊社區、東區老人之家) 6 78 300 

社會公益
花蓮小農服務學習活動(花蓮好事集、水源
咖啡農場、光合作用農場) 4 64 200 

福利社區

花蓮民孝里社區服務活動(花蓮民孝里) 4 96 ─

花蓮地區民眾服務(慈濟醫院、環保站、弱
勢家庭) 32 1,412 4,239 

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

兒童福利
2018暑期偏鄉教育營-世界大不同之小小領
袖營(花蓮卓楓國小) 2 50 49 

媒體暨教學製作
中心

兒童福利
童在一起5.0－慈濟人文體驗營(花蓮關山國
中、花蓮知本國中) 3 117 99 

教資中心服務
學習組

兒童福利

花蓮縣校園毒品防制教育宣導活動(花蓮縣
國小校園) 2 48 887 

2018慈濟大學[靜思智慧愛]~希望種籽暑期
生活營(天母、思賢、保長國小、東區、基
隆、蘆洲、雙和聯絡處)

2 24 2,996 

   總  計 625 10,970 39,149 

106學年度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

服務學習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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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人文室
福利社區

學生志工活動-環保志工/花蓮慈濟環保教育站 41 249 ─

學生志工活動-醫院志工/花蓮慈濟醫院 10 381 900
老人福利 獎助生人文營-榮家關懷/花蓮榮民之家 1 122 90

進修推廣部 福利社區

樂活人生社-社區老人關懷:長者防跌衛生教育
及彈力帶運動/花蓮縣壽豐豐里社區老人日托站

1 12 70

樂活人生社-鯉魚潭淨灘志工服務學習 1 7 ─

藝文采風社-愛的約會:與銀髮族共餐(一～
三)/嘉義縣大林鎮

3 75 90

藝文采風社-社區淨化活動—公園撿垃圾做
環保/嘉義縣大林運動公園

1 20 ─

樂活人生社-老人關懷暨新陳代謝症候群衛生教
育服務學習/花蓮縣壽豐豐里社區老人日托站

1 8 60

樂活人生社-掃街志工服務學習/慈科大外的中央路 1 8 ─

樂活人生社-淨灘志工服務學習/花蓮南濱公園 1 8 ─

樂活人生社-登山健行淨山去/花蓮撒固兒步道 1 7 ─

藝文采風社-長者動起來:用力吹出你的肺活
量/大林養護中心

1 23 40

藝文采風社-長者動起來—創意手工-粽子吊
飾/大林養護中心

1 23 40

藝文采風社-長者動起來-來來來！視覺辨識
刺激/大林養護中心

1 23 40

護理系

兒童福利

衛福部107年度原住民心理健康促進計畫/利
稻部落、霧鹿部落、桃源部落、中興部落

26 190 277

2018年山海交流啟航-部落學童護理人文體驗
營/花蓮海洋公園

1 30 33

帶動小學人文關懷營─海洋奇遇記/花蓮縣瑞
穗國小

1 34 36

小學帶動-和飛哥與小佛一起旅行/宜蘭五結國小 1 34 61
幼兒進行衛教宣導-健康從小開始-健康行為
宣導與繪本導讀/慈濟科技大學健康故事屋

3 118 70

衛生教育實作：均衡飲食、牙齒保健-花蓮
縣吉安鄉托兒所

2 101 123

原住民青年服務社偏鄉關懷活動/花蓮縣崇德國小 2 34 28

青少年福利
2018慈濟護理人文體驗營；國中、高中組/
慈濟科技大學

2 68 114

老人福利

機構老人關懷服務活動 /宜蘭桑榆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花蓮縣私立崇恩長期照顧中
心、臺東縣安康護理之家

4 122 68

社區老人人文關懷(私立玉里長青老人養護中心) 1 34 40

福利社區 失智失能篩檢及居家訪視/花蓮縣福興社區 14 90 200

社會公益

長期照護機構參訪/舒漾居家護理所、祥雲老人
長期照護中心、部立花蓮醫院日間照護中心

2 100 140

長期照護機構參訪/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呼
吸照護病房、長期照護單位

3 105 212

長期照護機構參訪 /祥雲老人長期照護中
心、私立富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花蓮長
春養護之家

3 105 240

花蓮社區居民關懷服務-老人福氣站老人「心
理健康」、「保密防跌」的衛教主題/國興里活
動中心、永安村活動中心、 景美村活動中心

4 202 164

產後護理之家與健康行銷實務專題校外參
訪/門諾產後護理之家、藍田產後護理之家

2 70 30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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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長期照護研究所

社會公益 長照機構參訪／黎明向陽園 1 1 11

青少年福利 老人體驗營／花蓮縣新城國中 1 3 23

老人福利

跨校合作：黎明向陽園「園藝輔療」參訪
／黎明向陽園(和護理學院共同主辦) 1 2 30

智齡創新專題：「身障者輔療」園區參訪
／黎明向陽園

1 3 43

精舍長者健康檢測及人文活動／慈濟精舍 1 19 106

生命的樂章-心與鼓的交響樂：花蓮宜昌社
區健康促進活動

4 140 120

生命教育：榮民之家服務學習、玻璃工房
體驗學習活動

2 58 78

瑜珈與身心芳療：花蓮宜昌社區健康促進
活動

1 35 40

體適能活動設計理論與實務：宜昌村長者
健康體適能促進活動

11 220 385

部落人文關懷與服務學習：花蓮水源、三
棧、月眉部落長者關懷與健康促進活動

10 300 80

部落人文關懷與服務學習：臺東太麻里鄉
長者關懷與健康促進活動

2 60 80

放射醫學服務學習：樂齡大學學員健康篩
檢

2 48 26

長期照護實作：花蓮福興村居家訪視及評
估

2 89 98

長期照護實作：花蓮福興村居家照護及衛
教

8 89 400

智齡創新專題：花蓮福興村長者需求評估
及輔具設計

1 41 41

智齡創新專題：社區長者動動操活動帶領-
福興村、太昌村、美雅麥部落

24 24 720

「擊鼓趣，玩花藝」-福興村健康促進活動 10 360 80

放射醫學服務學習：花蓮東區老人之家健
康促進活動

2 48 109

放射醫學服務學習：博愛居安廬長者關懷
與健康篩檢

1 24 40

福利社區

花蓮宜昌社區銀髮福氣站示範觀摩 1 10 100

花蓮太昌社區長者HRV檢測活動 1 5 20

花蓮美崙民運社區體適能及HRV檢測活動 1 5 20

「樂活好厝邊，慈科守護您」-花蓮福興村
土地公廟健康促進活動

1 46 80

慈科高校UP－大學社會責任暨技職教育成
果展／遠東百貨廣場(和長期照護研究所共
同辦理)

1 43 668

顧健康，呷百二-社區長者健康促進活動 1 55 150

兒童福利
部落人文關懷與服務學習：幸福綠芽體驗
營(健康與環保閱讀) 1 3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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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慈濟科技大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醫務暨健康
管理系

福利社區

系學會掃街活動(讓我們醫同愛護地球) 1 35 ─

「健康身心靈」醫管系掃街活動 1 10 ─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兒童福利

健康我最行-夏季營隊(慈濟科技大學健康故
事屋) 1 36 45

閱讀樂健康-健康故事屋開幕活動(慈濟科技
大學健康故事屋) 1 82 275

閱讀樂健康-閱讀志工導讀健康繪本I∼III(慈
濟科技大學健康故事屋) 27 89 836

大愛感恩科技環保工作坊 2 30 ─

福利社區

健康促進行動車深入偏鄉出訪活動 11 22 45

行管系期初掃街(慈科大後河堤) 4 77 ─

資訊科技與
管理系

青少年福利

科管之夜-慈科大校內 1 23 23

2018資訊科技體驗營-寒假營隊-慈科大校
內

1 14 49

物聯網藍芽技術研習-花蓮光復商工 1 2 15

無人機研習-花蓮光復商工 1 12 30

臺東高商校內營隊 1 8 40

福利社區 掃街(花蓮建國路) 4 133 ─

HAPPY GUYS 福利社區

樂服課活系列-讓蘭嶼看見環保/蘭嶼 1 11 300

柚子愛心義賣與古早味童玩市集花蓮市自
由廣場

1 50 200

Ho Hi Young
歌舞社

青少年福利
我的族群我驕傲—國中小帶動參訪馬太鞍
文史工作室/馬太鞍文史工作室

1 11 35

LOVE樂服社 青少年福利 YWCA假日兒童關懷服務/YWCA花蓮會所 2 25 60

Orz漆彈社 福利社區
漆彈社、排球社聯合淨灘/北濱公園 1 40 ─

淨灘/花蓮七星潭 1 40 ─

天主教
同學會社

福利社區

天主教同學會社/掃街/花蓮美美早餐店旁邊
的街道

1 15 ─

天主教同學會社/Naluwan/史前博物館/馬蘭
天主堂/比希里岸

1 15 80

幼獅社

福利社區

勞作教育服務學習講座(二)/慈科大國際會
議廳

1 1 300

幼獅掃街去~/花蓮建國路二段至濟慈路 1 12 ─

勞作教育服務學習講座(一)出走,成為你想
看見的改變!/慈科大國際會議廳

1 2 350

勞作教育服務學習講座(一∼三)食魚永續洄
遊吧!/慈科大六樓演藝廳

3 6 1,050

幼獅掃街/慈科大警衛室至濟慈路河堤旁 1 7 ─

青少年福利
幼獅社/幼獅社第28屆帶動中小學-小熊維尼
來開課囉！/花蓮玉里國小

1 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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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交通安全
服務社

福利社區

交通安全校園宣導活動/慈科大校門口旁 1 38 1500

交通安全有獎徵答活動/慈科大學務處生輔
組

1 8 100

交通安全宣導/慈科大北階軍訓教室 1 8 60

機車駕照考試/慈科大宿舍區停車場 1 20 37

光鹽社 福利社區
芬多精之林田山淨山一日遊/林田山林業文
化園區

1 35 35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學會

福利社區 掃街/慈科大後河堤 5 114 ─

尚心館
空手道社

青少年福利 帶動中小（健康舞動起來）/慈科大 1 15 55

福利社區
掃街（七里綠傳奇）/慈科大校門口至濟慈
路

1 20 ─

弦外之音
吉他社

老人福利 關懷老人/富康老人關懷中心 1 5 20

青少年福利 帶動孤兒院/原住民少年兒童之家 2 5 30

美妝保健研習社 福利社區

維護生存空間從小事做起!/耕福田耕福田 2 31 75

小熊維尼動手做!/福田農場 1 20 50

原住民青年服務
社

青少年福利 帶動中小學/花蓮紅葉國小、崇德國小 3 52 130

校刊社 福利社區 掃街/花蓮濟慈路 2 33 ─

茶道研習社 福利社區 祥雲機構-服務學習/祥雲老人長照中心 1 8 26

動漫產業研究社 福利社區 守護大地-淨灘活動/鯉魚潭 1 8 ─

國際學生聯誼會 福利社區 精舍之旅/慈濟精舍 2 100 100

國樂社 福利社區 護生淨灘感恩音樂會/鹽寮漁港 4 90 ─

排球社 福利社區 掃街/濟慈路 1 30 ─

游泳社 福利社區 淨溪/砂婆礑 1 30 ─

陽光銀髮 福利社區

淨灘/七星潭 1 20 ─

富康長期照護中心服務/富康長期照護中心 1 8 20

掃街/花蓮濟慈路 1 20 ─

106學年度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

服務學習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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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慈青社

福利社區 社區服務專案-遇見覺知/花蓮縣佳民國小 2 100 188

青少年福利 幸福綠芽體驗營/花蓮縣秀林鄉佳民國小 2 66 150

福利社區 新生搬行李/宿舍區 1 5 15

慈濟人文社 青少年福利

2018年慈濟科技大學慈濟人文藝術營_鳳林
/鳳林靜思堂

2 70 160

2018菩提種子美育營_鳳林/鳳林靜思堂 1 20 60

2018關懷生命研習營/花蓮靜思堂 1 25 260

2018年慈濟科技大學慈濟人文藝術營_臺東
/臺東縣長濱鄉樟原國小

1 20 60

新世代反毒社 福利社區
防止學生藥物濫用拒毒萌芽-我玩皮，我不
吸毒/花蓮復興國小

1 8 60

資訊科技與
管理系學會

福利社區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學會/掃街/花蓮建國路 1 30 ─

淨潭/吉利潭 1 20 ─

掃街/建國路 2 30 ─

管樂社

福利社區 淨灘/花蓮北濱公園 2 70 ─

青少年福利
樂來樂厲害-銅門國小帶動寒假集訓展演/聲
子藝棧、銅門國小、靜思堂、宿舍多功能
休閒室

1 23 23

熱門舞蹈社 福利社區 淨溪/水源地 1 16 ─

磐石社 福利社區

北濱淨灘活動囉!/花蓮原住民大專中心、北
濱公園

1 8 ─

聖誕報佳音/門諾醫院 1 30 ─

掃街/花蓮建國路二段 1 10 ─

蝸牛居 福利社區

光牛淨灘/七星潭 1 40 ─

品德研習營/安養中心 1 10 40

賃居生訪視/賃居生家中 1 6 6

107學年度第1學期品德教育-安養機構服務
學習/北階軍訓教室、長青安養中心

1 5 40

學生會 福利社區 返鄉返校專車/花蓮火車站後站 1 10 130

鋼琴社 福利社區 慈濟醫院音樂志工/花蓮慈濟醫院 3 19 19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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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慈大附中

老人福利

東區老人之家 1 89 120 

富康養護中心 1 40 30 

幸福祖孫志工行/全民養護中心 7 269 120 

福利社區

醫院天使（志工服務）/花蓮慈院 6 154 154 

花蓮環保教育站服務(國一、高一學生) 12 403 ─

花蓮環保教育站彩繪圍牆 1 20 ─

靜思精舍福田志工 3 109 ─

全球靜思生活營寮房前置 1 171 ─

2018暑期醫療志工營 7 42 882 

菩提種子回故鄉/靜思精舍 1 83 ─

手護洄瀾一九久久/花蓮市區掃街 1 2,123 ─

社會公益 0206花蓮地震慈中關懷行動 10 275 825 

總  計 51 3,778 2,131 

106學年度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

服務學習概況

慈濟科技大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醫學影像暨
放射科學系

學會
福利社區

健康身心靈-醫管掃街活動/花蓮建國路 1 20 ─

醫放系掃街/花蓮濟慈路旁河堤 1 30 ─

護理系系學會

福利社區

感恩媽咪-讓愛說出口，溫暖在心頭/花蓮文
創園區

1 29 179

愛護小動物/司令臺後方 1 6 ─

青少年福利 海洋奇遇記-帶動中小學/花蓮瑞穗國小 1 30 90

福利社區
社區關懷/宜蘭縣私立桑榆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養護型) 1 34 48

青少年福利
帶動中小學-和飛哥與小佛一起去旅行/宜蘭
五結國小

1 34 94

   總  計 375 6,555 1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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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慈濟高級中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人文室

福利社區

福慧志工環保站服務(臺南市佳里、歸仁
環保站) 2 121 ─

高一環保站服務(臺南市仁德、崇善環保
站) 1 185 ─

福慧志工淨灘 1 377 ─

福慧志工-歡喜好厝邊掃街志工服務 2 528 ─

臺南靜思堂歲末發放 1 32 800

社會公益

臺南市佳里榮民之家關懷 6 234 300

朝興啟能中心關懷(臺南) 3 203 300

福慧志工-臺南教養院 1 85 60

大林慈院醫院志工 2 368 4,000

臺中慈院醫院志工 1 94 2,000

國小部-創世基金會(臺南) 1 86 36

中學學務處 福利社區 送春聯結好緣 1 359 ─

國小部
學務處

福利社區

歡喜好厝邊-社區掃街活動 1 344 ─

親師生環保站志工行 1 198 ─

淨灘活動 1 165 ─

總  計 25 3,379 7,496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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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18年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獎助學金發放統計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學校名稱 獎助學金項目 補助人次

慈濟大學

低收入戶免住宿費 44

弱勢學生助學金 274

清寒助學金 62

急難救助金 11

慈濟基金會提供臺灣教育志業學生就學獎助 166

揚航啟航弱勢助學方案（註） 134

外國學生獎學金 32

國際學生助學金 16

清寒僑生助學金 18

僑生獎學金 16

明本寰宇獎學金 2

生物醫學全英語學分學程獎學金 46

生活助學金 55

慈濟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清寒獎助學金 12

急難救助金 2

慈濟基金會提供臺灣教育志業學生就學獎助 47

慈濟科技大學

研究生助學金 157

生活助學金 88

低收入戶免費住宿 67

績優獎學金 450+16(進修部)

清寒獎學金 91+3(進修部)

陳林金鶯獎學金 13

急難救助金 16+1(進修部)

慈中獎勵金 13

成績優秀新生入學獎助學金(新)
106-2學期：71
107-1學期：73

慈濟基金會提供臺灣教育志業學生就學獎助

106-2學期

一般獎助生：99位
二技獎助生：72位

107-1學期

一般獎助生：100位
二技獎助生：60位

臺南慈濟高中

清寒獎助學金 11

急難救助金 2

學生學業優良獎學金 273

【註】

自106學年度起，補助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五級弱勢新生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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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上學期 54 110 168 214 263 207 182 160 169 165 204 227
下學期 54 109 166 214 263 218 175 158 162 159 189 222
合計 108 219 334 428 526 425 357 318 331 324 393 449

學年度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上學期 237 256 258 297 315 379 403 453 473 490 490
下學期 238 249 246 279 307 346 393 464 461 462 -
合計 475 505 504 576 622 725 796 917 934 952 490

慈濟科技大學85-107學年度原住民獎助生人數統計

歷年慈濟科技大學原住民獎助生獎助人次統計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慈濟科技大學 

◆  慈濟科技大學自八十五學年度起，五專部護理科設立「原住民專班」，

獎助原住民學子學雜費用，截至一○七學年度上學期，總計嘉惠11,70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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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大學學生國家證照考試通過人數表 

類別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本校通過率 全國通過率

醫師(一)

107年 第二次
54 45 83.33％ 52.35％

醫師(二)
107年 第二次

54 53 98.15％ 92.69％

中醫師一 11 9 81.82％ 70.12％

中醫師二 44 43 97.73％ 97.21％

醫事檢驗師 34 19 55.88％ 29.62％

護理師 39 37 94.87％ 51.56％

物理治療師 36 19 52.78％ 24.52％

中等教師 25 21 84％ 53.33％

保母人員技術士 18 16 89％ 54％

社工師

107年 第二次
36 24 66.67％ 17.25％

                   慈濟科技大學學生國家證照考試通過人數表 

學制系科 證照名稱 報考人數 通過人數 本校通過率
全國

通過率

五專護理科 護理師 173 137 79.19 51.56％

四技護理系 護理師 43 40 93.02 51.56％

四技醫學影像暨

放射科學系
醫事放射師 25 14 56 29.89％

2018年慈濟大學、科技大學各項證照考試及格率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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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大學

 類別 博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班 大學日間部 合計

醫學院 13 57 - 277 347

生命科學院 - 12 - 51 63

人文社會學院 - 18 - 173 191

教育傳播學院 - 10 5 65 80

合計 13 97 5 566 681

                      慈濟科技大學

 科系所名稱 畢業人數

護理科（五專日） 192
護理系（二技日） 146
護理系（二技進修部） 53
進修學院-護理系（二技） 20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5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8
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 7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49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77
護理系 44

合計 673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

 學制  畢業人數 學制 畢業人數

高中部 161 高中部 191

國中部 219 國中部 251

小學部 63 小學部 173

 合計 443 總計 615

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106學年度畢業生人數
▎填報基準：2018/12/31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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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慈濟臺灣教育功能團隊志工人數統計

名稱 單位 志工人數 備註

兒童親子成長班 98班 4,998 每班平均約51人
青少年成長班 36班 1,764 每班平均約49人
慈籃 16班 400 每班平均約25人

慈青 97校 501

1.以慈青幹部人數計算(含無慈

青制服)
2.因有部分學校無法調查到

幹部人數，故以均值計算。

3.2018年計算人數以普查資料

進行計算，共有81所回填。(在
校幹部+在校學長學姊)

慈青慈懿 12合心 485 一所學校平均5位慈青慈懿關心

大愛媽媽成長班 53班 1,325 每班平均約25人

 教聯會 15合心 3,826
委員慈誠教師：413
受證教師：1,832
會員教師：1,581

合計 — 13,299

2018年慈濟臺灣教育功能團隊活動資料統計

名稱 辦理場次 動員志工人次 互動人次

兒童親子成長班例行活動 1,960 71,540 49,980

青少年成長班暨慈籃例行活動 1,360 40,840 51,680

慈青社例行活動 557 7,244 6,436

大愛媽媽成長班例行活動 83,464 191,308 2,096,140

教聯會例行活動 77 3,552 1,186

社區營隊 32 5,639 6,352

本會營隊 21 6,753 6,173

海外交流 100 10,470 17,063

 合計 87,571 337,346 2,235,010

2018年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慈誠懿德志工人數統計

服務對象 慈懿會人數 學生人數
服務比例

慈懿會：學生
備註

 慈濟大學 860 3,418 1：4
慈誠：187人
懿德：673人

慈濟科技大學 757 3,041 1：4
慈誠：119人
懿德：638人

 花蓮慈濟中學 372 1197 1：3
慈誠：76人
懿德：296人

 臺南慈濟中學 173 1,130 1：6
慈誠：25人
懿德：148人

 總計 2,162 8,786 1：4
慈誠：407人
懿德：1,755人

2018年慈濟基金會臺灣教育功能團隊

志工統計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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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基金會臺灣地區紙類回收換算圖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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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自1995年至2018年，紙類回收總重量1,400,142,302公斤，

相當於28,002,847棵20年生的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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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香港

馬來西亞
汶萊

越南
泰國

澳洲

菲律賓

紐西蘭

印尼南非

加拿大

美國

瓜地馬拉

智利

新加坡

中國大陸

2018年慈濟全球環保志工人數暨環保站／點數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亞洲

國家地區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環保志工人數

臺灣 279 8,536 88,964

中國大陸 38 216 1,300 

馬來西亞 157 940 13,330 

印尼 30 30 600 

菲律賓 4 16 186 

香港 2 18 180 

泰國 1 2 30 

新加坡 1 40 1,060 

汶萊 1 ─ 10 

越南 ─ 5 50 

合計 513 9,803 105,710 

美洲

國家地區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環保志工人數

美國 13 7 277 

加拿大 ─ 15 866 

智利 ─ 2 10 

瓜地馬拉 ─ 1 3 
合計 13 25 1,156 

大洋洲

國家地區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環保志工人數

澳洲 3 5 170
紐西蘭 1 ─ 32
合計 4 5 202

非洲

國家地區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環保志工人數

南非 1 42 584
合計 1 42 584

◆  截至2018年底

全球計有17個國家地區，設置531環保站，設置9,875社區環保點，

總計107,652位環保志工投入環保志業，以行動守護地球。

【註】

一、社區環保點：社區中認同慈濟環保理念的人，在慈濟志工的帶動下，在適當地點，定點、定時收集

資源回收物資，再送往慈濟環保站延續物命。

二、環保站：慈濟社區道場之一，為慈濟志工在各社區集中資源回收物的場所，開放給大眾了解慈濟、

了解環保，進而力行做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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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慈濟環保站／點臺灣分布概況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中部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總 計

苗栗 4 87 91 
臺中 44 699 743 
南投 9 381 390 
彰化 23 348 371 

南部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總 計

雲林 7 250 257 
嘉義 17 598 615 
臺南 27 862 889 
高雄 36 1,367 1,403 
屏東 21 739 760 

東部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總 計

宜蘭 7 123 130 
花蓮 4 297 301 
臺東 3 250 253 

【註】

一、社區環保點：社區中認同慈濟環保理念的人，在慈濟志工的帶動下，在適當的地點，定點、定時

收集資源回收物資，再送往慈濟環保站延續物命。

二、環保站：慈濟社區道場之一，為慈濟志工在各社區集中資源回收物的場所，開放給大眾了解慈

濟、了解環保，進而力行環保。

三、臺北、新北、基隆、金門等四地因慈濟社區運作模式，統計採合併計算，無各別數據。

◆  2018年慈濟於臺灣設有環保站共279處，社區環保點共8,536處，

總計8,815處。

北部
環保站
（註一）

社區環保點
（註二）

總 計

臺北

36 2,057 2,093
（註三） 

新北

基隆

金門

澎湖 1 16 17 
桃園 25 274 299 
新竹 15 188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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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18年慈濟環保志工臺灣分布概況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北部 總人數

臺北

37,108 
新北

基隆

金門

澎湖 199

桃園 5,519

新竹 4,793

南部 總人數

雲林 932

嘉義 2,228

臺南 5,670

高雄 11,168

屏東 3,665

東部 總人數

宜蘭 2,680

花蓮 516

臺東 472

中部 總人數

苗栗 573

臺中 7,825

南投 1,545

彰化 4,071

◆  2018年臺灣慈濟環保志工合計88,964人。

【註】

臺北、新北、基隆、金門等四地因慈濟社區運作模式，統計採合併計算，無各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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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慈濟臺灣各類資源回收總重量
▎統計時間：2018/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註】

光碟、手機、平板、電腦、日光燈管等皆屬其它類。

銅類總重量 鋁箔包總重量 白鐵總重量

80,596,612 37,786,1233,701,556

6,558,468 913,0217,723,355

718,237 3,982,642 11,832,557

307,218 281,1132,219,118

448,8903,949,909 174,405

其它（註）塑膠袋總重量 電池總重量

回收總重量
（公斤） 寶特瓶總重量 紙類總重量

塑膠總重量 鐵類總重量 鋁類總重量

廢五金總重量 舊衣物總重量 玻璃瓶類總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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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慈濟人分布國家地區概況

亞洲（20個國家地區、301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臺灣 160 新加坡 9

中國大陸 36 菲律賓 10

香港 4 馬來西亞 24

日本 2 約旦 1

泰國 3 土耳其 1

印尼 38 斯里蘭卡 2

越南 4 緬甸 1

汶萊 1 柬埔寨 1

以色列 1 韓國 1

印度 1 尼泊爾 1

歐洲（10個國家地區、13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英國 2 瑞典 1

德國 3 義大利 1

奧地利 1 挪威 1

法國 1 波士尼亞 1

荷蘭 1 塞爾維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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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慈濟人分布總計57個國家地區，共509點。

▎資料來源：宗教處

美洲（17個國家地區、167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美國 129 荷屬聖馬丁 1

加拿大 20 哥斯大黎加 1

墨西哥 1 宏都拉斯 1

巴西 2 玻利維亞 1

阿根廷 1 海地 1

巴拉圭 2 智利 2

多明尼加 1 委內瑞拉 1

瓜地馬拉 1 厄瓜多 1

薩爾瓦多 1

非洲（8個國家地區、17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南非 10 辛巴威 1

賴索托 1 波札那 1

莫三比克 1 獅子山共和國 1

史瓦帝尼 1 納米比亞 1

大洋洲（2個國家地區、11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澳洲 9 紐西蘭 2

           
           
 
【註】

2017年減少國家愛爾蘭，新增國家波士尼亞、塞爾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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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縣市） 委員人數 慈誠人數 雙培人數

花蓮 1,169 547 210

臺東 189 56 36

屏東 1,102 292 187

高雄 5,484 1,846 1,659

臺南 2,708 1,121 621

雲林 647 225 170

嘉義 801 416 149

南投 613 253 131

彰化 1,543 919 358

臺中 4,719 2,410 1,285

苗栗 514 215 115

桃園 2,030 1,253 324

新竹 918 549 156

臺北（含新北巿） 14,112 7,574 3,129

基隆 626 230 101

宜蘭 620 236 150

澎湖 78 19 8

小計 37,873 18,161 8,789

海外 委員人數 慈誠人數 雙培人數

澳洲 249 65 30

紐西蘭 57 16 10

美國 2,246 655 412

加拿大 369 155 17

巴西 33 10 2

阿根廷 39 2 9

巴拉圭 35 8 ─

多明尼加 16 7 ─

瓜地馬拉 6 ─ 2

薩爾瓦多 ─ 1 ─

荷屬聖馬丁 5 ─ 2

宏都拉斯 14 1 ─

2018年全球慈濟委員、慈誠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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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個國家地區的委員、慈誠人數，計80,025人。

（委員48,732人、慈誠21,852人、雙培9,441人）

▎資料來源：總務處製卡中心、資訊處（2019.03.06）

智利 7 ─ 4

墨西哥 2 ─ 1

委內瑞拉 1 1 ─

南非 248 26 13

賴索托 7 1 ─

辛巴威 36 4 1

海地 5 ─ 5

莫三比克 14 3 ─

英國 43 5 ─

奧地利 2 ─ ─

德國 23 6 ─

荷蘭 7 ─ ─

法國 23 4 1

瑞典 1 ─ ─

挪威 1 1 ─

義大利 2 ─ ─

日本 142 29 4

泰國 194 42 23

馬來西亞 4,951 1,966 1

新加坡 575 246 6

印尼 586 226 2

菲律賓 405 107 39

越南 106 18 19

香港 340 65 48

約旦 5 3 1

土耳其 2 ─ ─

汶萊 2 1 ─

韓國 2 ─ ─

緬甸 43 11 ─

斯里蘭卡 8 4 ─

柬埔寨 7 2 ─

小計 10,859 3,691 652
【註】

一、2018年中國大陸有6,000位志願者。
二、2018年統計為當年度具有委員、慈誠，以及兼具委員、慈誠身分之雙培人數，已扣除往生

者和身分停用人數，非歷年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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