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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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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境界遍虛空 一念虔誠遍三千
證嚴上人開示

人生分秒，一秒可以拉成長劫，也可以一念遍三千世界，時間、空
間都是在一念心間。

看到演繹菩薩一舉手、一動足，每位演繹菩薩深入經文的每一字、

每一句，用肢體語言來詮釋人間疾苦，用表情、用態度來表達出真諦道

理，感受到的境界，很真、很美，無不讓我回想到五十五年前，看到人

生的貧窮苦難、貧病相依，一念不忍心，才有了今天成熟的果實。

然而，人間苦難不斷，尤其現在新冠肺炎疫情籠罩全球，人人口

罩不離身，真的是「一罩天下」。印度新一波疫情爆發後，境界之嚴
重，腦海中一直揮之不去，單日最高紀錄有四十一萬人確診，一天八萬
六千四百秒，一秒約四、五人感染。連人往生了，都沒有安葬之地，沒

有棺木，大體只能薄薄的布簡單綑綁；即使送到火葬場，也無法即時火

化，屍體之多已經排得看不到盡頭，看了心都碎了；而且國際新聞報

導，從太空看下來，印度那片土地所看到的一堆堆星火，其實是燒屍體

的火光，看了很心酸。

▍世間火宅　天地告急

這波疫情實在無以言喻，還要多久不知道，病毒看不到、摸不著，

非人可擋，唯有人人戒慎虔誠。但是，總是感覺我們現在的人生，像是

那一群在火宅裡玩耍的孩子，都不知不覺，甚至看見火還覺得好玩，在

宅裡玩耍不願離去。

天地、宇宙、人間本是祥和，只是人心的一念不平衡，才會煩惱

無明不斷生起；人貧沒有關係，那只是過眼雲煙，我們需要讓心富有起

來，懂得善解、包容，還要知足、感恩。就如我們三餐，點滴何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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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許多人的辛苦，粒粒米飯無不是汗水，我常說「一粒米中藏日月」，

粒粒飽滿稻穀都要經過播種、插秧，以及三、四個月的時間有水份、土

壤、空氣等滋養，才能成就滋養我們身體的米糧，我們能不惜福嗎？

士、農、工、商都是為人間在付出。

看到世間很多的災難臨頭，可是人的覺性卻遲遲沒有抬頭。我日日

都在期待，天天都在呼喚，儘管現在說話出聲很吃力，但是既然活在人

間，只要有呼吸，只要能出力，就要不斷呼喚。剛剛演繹到最後，大家

齊聲唱道：「佛陀何故現此光，懇請慈悲為我講！」五十五年了，我哪

一天不說，我哪一個時刻不講！我說的無不都是呼喚，但願人人把心安

定下來，讓心富有起來，有愛、有善。

法華境界遍虛空 一念虔誠遍三千

演繹尾聲之際，全體靜思弟子向上人至誠發願：身體力行印證

法理，永續傳承法華精神，敬請上人莫憂慮。攝影／蕭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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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聲呼喚　何時覺悟

佛陀時代如何的呼喚，我們看不到，無法去說；這兩千多年來，

天災人禍偏多，七、八十億的人口，人類一張口，一秒鐘就吞食了兩

千五百五十六隻的動物，每天有兩億兩千多萬的牲口被吞食掉（註）。

想一想，這一片大地，除了人口的七、八十億，每天有幾百億的動物，

與人類共生息在這一秒鐘。

要穩定這一波的疫情不困難，只要人心虔誠，只要人人齋戒。虔誠

齋戒茹素，不殺生就是功德無量，因為不殺生，就是放生，每秒鐘能放

生兩千多條生命；人人假如都茹素，就可造大功德。

所以，要造功德並不困難，很簡單，但是談何容易啊！一年多來，

我天天都這樣在呼喚，無以言喻，無話可說，說了也沒用，到底能有多

少人齋戒呢？少之又少。

但是，少，我們就可以放縱嗎？就可以不持齋戒嗎？還是需要，

因為我們要用至誠的心，一念遍三千世界，只要人人願意口口相傳，只

要人人願意成為典範，便能影響一個人、十個人，乃至百千萬萬人。所

以，真的不困難，只要「他、你、我」，有無數人的他，也有無量的

你，也有每個人的我，共同一念心虔誠，就能讓很多的生靈在自然法則

中悠哉生活，這就是共生息。

大地滋養眾生命，我們的生命不是靠動物活下去，而是靠五穀雜

糧；而身體有病，靠的是大地藥草。在〈法華七喻〉中的「藥草喻」，

看到了家中明明有良醫，所有救命藥草都在家裡，但是孩子愚癡懵懂、

貪著欲念，任憑父親怎樣呼喚都不覺醒；父親唯有放下，無奈離去。直

到某天，這些孩子聽到外人來報訊：「你們的父親已病死他鄉。」才突

然間省悟過來，感受到身體病苦、身心煎熬，才知父親在家裡放了藥，

現在要服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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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婆世界病了，現在正需要的是法藥醫；唯有菩薩道，才能救世。

期待經典能普及天下，鼓動人心，就如〈六瑞相〉的曲目，可以感受到

大地呼吸的鼓動、萬物欣榮的生機。

我天天都是在黎明晨間的時候，靜下心來，傾聽大地呼吸的聲音，

那種寧靜的聲音，心在一念間可遍及宇宙。靈鷲山在我們的心靈世界是

非常的開闊，佛陀的說法，三千世界融合在剎那分秒中；雖然人間的實

景，靈鷲山並不大，但我們的心靈世界是那樣的遼闊啊！

期待《法華經》這條大道，我們一起來鋪平它，把人間的善道轉成

菩薩道。佛陀來人間講經說法，離開人間則無法可說，所以法就是人間

事，菩薩就是緣苦眾生。

人間道，由不得自己，都是顛倒人生；菩薩道，就是覺有情，覺悟

之後願意入人群，聞聲救苦難，拯救拔除人間疾苦。

佛陀離開人間已經二千多年了，阿難也是佛陀離世後數十年才開始

「如是我聞」；佛法是否真實流傳，很難說。總是，我們知道佛陀為教

化眾生來人間，這就是主軸，佛陀為一大事因緣，來人間教菩薩法，讓

迷茫凡夫覺悟，回歸清淨無染的有情。

若能將此形象從虛而到實，音律若有似無，在舞臺上呈現，進而攝

住人人的心念，讓人人能聽出無形的聲波，感受到「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這就是真正的世紀創作，才是真正「為時代做見

證，為人間寫歷史」。

▍發心立願　永恆不變

感恩五十多年來，慈濟可以在全球，看見苦難、聽見苦難，我們

要當不請之師，主動去付出。像印度現在很緊急，我們無法過去，就要

懂得借力使力，他們缺的是防疫物資，就要趕緊幫助他們。這一波的疫

情，沒有國界分別，因為天空、大地都是相連的，病毒不會挑人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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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沒有差別，總是真的是天地告急了！

天下人間本來就很美，只是人心醜化了它，「貪、瞋、癡、慢、

疑」五毒，讓我們所居住的世界變成了「五濁惡世」，但願人人能轉五

濁，走入人間菩薩道，行遍五大洲來淨化人心。

愛的能量是人創造出來的，可以從大地到星空、法界裡。但願人人

發心立願能生生世世，永恆不變；我們共同一心，這一輩子救不了，我

們來生來世、天長地久，好好度化這一顆地球的人類，讓人人成為真實

的人間菩薩。

期待五大洲都能有法入人心，但願五大洲都能平安度過這波的疫

情，地、水、火、風四大調和。感恩人人的愛心不斷地點滴累積，讓我

可以把慈善、醫療、教育、人文之愛，傳播在五大洲裡，希望我們善心

優人神鼓與青年志工組成的「慈優」團隊，和諧有律的鼓聲、銅鑼

聲，演繹出「鐘鼓齊鳴」，氣勢磅礡。攝影／羅景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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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虔誠的念，虔誠上達諸佛菩薩聽，但願四大調和、人間平安。

「虛空無盡，我願無窮」，只要發大心、立大願，無事不成。今

年慈濟五十五年了，我總是會有期待，而我今天人還在；不知明天的未

來，一切皆無常。很感恩菩薩們，愛的能量付出，我受之不盡；很感恩

我所說的話，大家都聽懂了，人人皆是知音，我就放心了。

時間分秒過去，一念遍及三千大千世界，感恩人人的虔誠，我相信

眾人舞臺上震撼人心的虔誠表現，全球的人都會感動，也能上達諸佛菩

薩聽。

（恭錄自5/3五十五周年靜思法髓妙蓮華演繹、5/5五十五周年靜思法髓妙蓮華演

繹感恩祈福會、10/9法華經藏演繹請示）

（註）聯合國糧農組織（FAO）2019年統計，全球1秒2556隻動物被殺（不含水

中生物）；1天2億2千多萬生靈被宰；1年806億多動物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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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守志奉道堅定行 誓願度眾永不悔

今年5月中旬，臺灣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開來，確診人數上升，社會
人人惶恐不安。這段時間，醫療人員負擔沉重，同時兼顧職業的

使命和家庭的平安，專心工作也怕身上有病毒，多日不敢回家；即便如
此，人人依然義無反顧，穿戴起層層防護裝備，封住頭、臉、身體，密
不透風，連喝水也困難，如同一名英勇的大將，披著戰甲上陣，領兵率
眾去阻擋快要攻進城門來的疫情大敵。

我每天早上與慈濟的醫療志業開會，感動與感恩各院同仁不顧

己身守護生命、守護愛，也知道大家都很疲累，但為了搶救生命，

還是努力承擔。我天天都跟他們說，一定要把自身戰甲披好，也不

斷叮嚀他們在照顧別人前要先照顧好自己。

感恩醫護人員披盔甲、上戰場；為了搶救生命，用生命走入生

命，不顧自己辛苦。這份用心，叫做「虔誠」；不能疏忽，叫做

「堅守」；虔誠堅守，就是不輕視一念心，永遠保持戒慎虔誠。

有志一同、義無反顧，這就是「守志奉道」，也是「不忘初

衷」。每年慈濟大學及慈濟科技大學的醫學系學生或護理系學生，

在他們要進入職場前，都會舉行授袍或加冠典禮，以宣誓儀式來

表達他們投入醫療的初衷，就是要「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

愛」。

在這波疫情中，我們見證到醫護人員那念宣誓的真心，不忘初

衷、守志奉道、全力以赴。特別是位於新北市的臺北慈濟醫院更是

首當其衝，全院同仁齊心為守護生命、健康與愛而努力，開設專責

病床收治更多病患、進駐防疫專責旅館、承接靜思堂疫苗接種站

證嚴上人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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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很多醫護人員接連數日沒回家，只為專心照顧病患，這都是很

令人感動。

▍守志奉道　其道甚大

佛陀為一大事因緣來人間，而在人間的第一個覺悟，就是「眾

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只是久遠劫以來，眾生一念無明起，人

生方向「差毫釐、失千里」，一不小心讓「貪、瞋、癡、慢、疑」

五毒，把我們與生俱來的清淨佛性覆蓋掉了，迷失了方向，才會煩

惱無明不斷。

證嚴上人於全球精進日活動，勉示全球靜思弟子要擴大愛的能量，

同心同志願，誓度眾生永不悔。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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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不認識佛法，但是現在「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

今已聞」，即當知道佛法能解開心靈的煩惱，體會煩惱其實不是別

人給我的，是自己起心動念生成；再深刻剖析，原來煩惱只是個人

的執著，放開執著、去除煩惱，就能照見自己的本性，回歸清淨無

染。

但是，光是知道佛法很好，它的學問很深，我嚮往、想研究、

想了解，這種「博聞愛道」儘管對佛法有很深入的研究，聽很多也

了解多，總是在字面上做學問，沒有身體力行，則「道必難會」，

無法體會到這一條康莊大道真正的精神與風光，所以我們一定要

「守志奉道」，才是「其道甚大」！

五十多年前，我的師父叮嚀我「為佛教，為眾生」。「為佛

教」，我的解讀是弘揚佛陀的精神──慈悲喜捨、慈悲利他，不是

蓋寺院，也不只是自修求解脫。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入人

群，誰要入人群。慈悲就是捨我、成就他人；了解佛法的好，光說

無用，要投入去做。

我想幫助人，一個人的力量絕對不夠，所以提出五毛錢存竹筒

的觀念，相信「德不孤、必有鄰」，你願意，他也願意，三人成

「眾」，眾志成城；三十位家庭主婦，每個人負責一支竹筒，就朝

三十支竹筒展開，一路走來五十多年，慈濟慈善工作已經遍及了

一百二十六個國家地區。

感恩全球每位慈濟人，人人都是師父的弟子，每次聽到大家發

願：「與師父同心同志願，生生世世同行菩薩道。」總是感動很

深，感受也很深，慈濟人同一念心，這念心就是愛；同一個心願，

則是「眾生無邊誓願度」，與師父同行慈悲濟世的菩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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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難割捨　法緣永恆

人生最有價值的就是歷史，而歷史是在人的生命中來成就，雖

然生、老、病、死是人生自然法則，生命無常到來，也是要認命，

但要感恩生命，好好把握生命的價值。

像我是修行的人，一切都放下了，放棄了小家庭，就是無牽無

掛。對人，無牽掛，能嗎？也不能，我也有法的眷屬，如來的家

眷。就如對紹惟（註），心裡很不捨，雖然大家看我很平靜，我也

是很不捨，這都是不能避免。不提，那就是平靜，但還是那樣思念

著；雖然思念，就算千般情、萬般愛，我們都要放下，總是要解

脫，才能輕安自在。

證嚴上人透過視訊勉示住院治療的德慈師父；慈師父以虛弱聲音向

上人懺悔，並發願「生生世世跟隨師父」。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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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新加坡的沈喜洲（法號濟揚）居士，他也是師父的好弟

子，過去經常回來臺灣，雖然這一年多因為疫情不能回來，但是同

樣精進、薰法。他為了要讓人人都可薰法，他們有一群人，包括執

行長劉瑞士，大家相約這幾年來每天早晨4點多都會通電話，相約

出門去「薰法香」。這都是新加坡一群好弟子，他們尊師重道、精

進不懈、法喜充滿。

然而，生命無常，沈居士在6月6日安然瀟灑地去了，走得很

安詳。我要常住師父趕快安慰太太（蔡雅歲，法號慈宣），電話打

去，他的師姊就說：「請師父放心，我們都有聽法，了解這是無

常，只是捨不得……」是啊！誰能捨人的情、人的愛啊！這法親之

愛、菩薩之情，實在是很難割捨。

我的弟子，在自然法則裡，難免也有先我而去的，我會呼喚一

聲：「記得趕快回來，開道鋪路！」從出生在哪一個家庭，開始見

人就要笑，看他的眼神如此專注，手也伸了出來，這都是有緣，告

示著我：「放心，我來了！我會長大、我會來接！」這是代代相

傳，這就是第三代，他的父母是第二代，他是第三代。

情是永遠剪不斷的，因為師徒之緣是永恆的，先去的就是飄渺

輕盈地去了，但是落地後，還是要繼續開道鋪路。人間來回總是不

可思議，總是有這樣的感覺、有這樣的希望。

這也是我一直說的法，法是最吉祥、美好的，儘管它一直在談

「空」，要大家認識空、不執著；說愛，這個愛是妙有，是我們成

佛的最重要的種子，是清淨無染的愛。這一條菩薩道的覺有情應用

了無染的愛，所以才能拉長情、才能擴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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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盤點　此生不悔

生命長短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守志奉道，從一開始就要確認人

生方向，抓得準、站得穩，守持修行的方向，走自己所選擇的路，

這條路就是終身之道；只要還能呼吸、還能做事，就要朝著所選擇

的路，步步踏實勤精進，寸步毫釐不偏差，活出生命的價值。

最近一直提起「盤點自己生命的價值」，要人人盤點自己生命

何價？價值的重點是什麼？是家財萬貫、地位崇高，或是頭銜多大

嗎？這都是毫無價值。真正有價值的是，有沒有做到讓自己生命留

下深刻感覺與記憶。

我們人人都應該對自己的生命做盤點：想一想自己這一生中，

做了多少對人間有利益的事？自己的生命有漏失嗎？「法」，留住

多少？自己生命有沒有省思、反省、學到，並且成為別人的典範？

如果是讓自己真實感覺到所做都是好事，那麼，就值得對自己

的生命道一聲「感恩」；回想此生做了值得回憶、值得與大家分享

的好事，這都是寶貴的生命歷史。

我一生都在臺灣，身沒有動過，只是我心始終掛念著天下事。

天下苦難偏多，如何讓凡夫轉為菩薩，而菩薩「緣苦眾生」，他願

意伸出手，與其他人會合在一起，一生無量，不斷為苦難眾生去付

出。

如同人醫會的龍醫師（龍嘉文，法號懿融），在英國當醫師，

生活很優渥；聽到慈濟要到莫三比克義診，她毅然辭掉英國醫師的

職位，前往莫三比克居住了七個多月，一心只為照顧當地病苦。這

都是愛，人間菩薩不忍眾生受苦難，不為自己求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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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學來的；道，是走出來的。光學「慈」與「濟」這二個

字，一輩子不夠，來生來世還要再繼續；我不求解脫，只求再來人

間，因為唯有人間才有眾生可度，這就是我的心願！

我的師父輕輕地說：「為佛教，為眾生。」我當成很重的叮

嚀，重重聽入心，下定決心要身體力行。而後我體悟到，若發菩薩

心，「但願眾生得離苦」，就「不為自己求安樂」；要敢犧牲、敢

吃苦，不求自己安樂，全然為眾生。就這樣走過了半世紀，慈濟路

已鋪向全球，與天下人結的緣愈來愈深，且慈濟隊伍愈來愈長。

我天天都在感恩過去，分分秒秒給予我力量；給予我生命，這

都是我要感恩，因為有了這一生的走過來的生命，才能回頭看慈濟

慈濟人醫會醫師龍嘉文捨下英國高薪、優渥生活，居住在莫三比克

數月，關懷貧病。攝影／蔡凱帆



法
音
宣
流

21

的來時路，不論從前後、左右來看，眼前的這一條路，一定是康莊

平坦大道。

我們都是慈濟人，師徒同心同志願，都要發願：生生世世要來

人間，成為度化眾生的菩薩；不只愛人，還要愛天下萬物。愛的能

量要不斷地接力，及時把握時間，付出無所求，努力將愛擴大、情

拉長，才能庇蔭一切眾生，一生才能無悔無憾。

（恭錄自3/7全球委員慈誠精進日、6/7志工早會、6/25四大志業防疫會議、9/27

慈善志業溫馨分享、11/22臺中歲末祝福第六場）

（註）德慈師父，本名呂阿月，1934年出生於花蓮新城，1964年皈依證嚴上

人，法號「悟雲」、字「德慈」，因之前許聰敏老居士之因緣，曾取名「紹

惟」，是上人座下的大弟子，於2021年5月26日安詳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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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無量功德始於一 付出點滴為己獲

面對世紀性的新冠肺炎疫情，這二年來，有許多心靈的牽掛、擔
憂，難以言喻！過去曾經有過瘟疫，但人口少，交通不方便，感

染沒有那麼嚴重；然而，現在全球人口多，交通發達，讓疫情快速蔓
延。

印度今年5月初以來每天超過三十五萬人確診，平均每秒就有

四人感染，缺醫、缺藥、缺病床，確診者多到排到醫院外的街道，

氧氣一桶難求，即使有錢也買不到；馬來西亞、印尼疫情也同樣告

急，醫院人滿為患，醫療設備嚴重不足。加上疫情持續，許多國家

封城，重創民生經濟，人們生活陷入困頓。

這段時間，慈濟人關懷的腳步不曾停歇過，印度我們到不了，

只能借力使力，運送防疫物資，盡全力支持靈醫會等團體，讓抱著

「棄命必死」決心進入醫院的神職人員們有安全防護、平安歸來。

也有許多慈濟人守護在居住地，用心用愛付出。在馬來西亞，

志工呼籲人人啟發愛心、愛鋪滿地，捐助醫療儀器給醫院；在印

尼，慈濟醫院先啟用防疫病房，與大愛醫院（註一）攜手守護生

命，志工也持續送大米、口罩關懷弱勢；辛巴威疫情又遇乾旱，居

民缺糧飢餓，挖白蟻或金龜子的蛹來吃，朱金財帶著本土志工發放

米糧、修鑿水井，教居民種菜自力更生，盡己所能幫助他們。

證嚴上人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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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善道　悲智雙運

我時常說，我有一大群的弟子在遠方，雖然膚色不同，但是

心、志願都是相同，師徒同心走在娑婆世界。娑婆是堪忍世界，哪

裡都苦，像辛巴威是形式上的苦，物資匱乏、生活困苦，也有物質

富饒、但心不滿足的苦，所以佛出人間教菩薩法，拔除眾生苦難。

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真理是需要人去弘揚，不只是

用說的，而是要弘揚善道。善道是覺有情人的身體力行，只要起個

善念、出於行動，就是菩薩在人間。

就如林銘慶居士在7月間感染，當時緬甸疫情嚴峻，確診人數

不斷，林居士發燒，家人叫他不要出門，但他都說：「師父說要把

臺灣本土疫情嚴峻，證嚴上人每天與醫療志業召開會議，關懷各院

防疫情況，也叮囑人人要照顧好自己。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24

55
握生命付出。」他執著這句話，一心想要外出去發放、去救人；直

到馬來西亞的濟緣（郭秋寶）勸他，他才放下、好好休息。

這種不顧自己而為眾生，當然是很好，一心執著「我要替師父

分擔，師父說用生命為眾生付出」，他善念不斷；另一位師兄弟循

循善誘，勸他：「你這樣是讓師父更擔心。」這也是一種情的牽

引，覺有情不捨眾生有苦難，去送糧食物資，去呵護、照顧窮困人

家。

這讓我很感動，但也很擔心。許多菩薩要走入人間付出，不管

是勘災或發放，師父總會叮嚀：「要救人的人一定要平安，才有辦

法救人。」同樣的道理，這波疫情，慈濟人不是醫護、防疫人員，

無法挺進第一線救人，但可以齊心協力做他們的後盾。

證嚴上人與總統蔡英文視訊連線，說明慈濟採購疫苗，希望為全民防疫

盡心力之想法。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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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全球慈濟人的付出，不論醫療院所、學校機構或苦難眾

生，只要有需要，同心協力做後援；也很感恩所有志業體同仁的補

位，勇於承擔。尤其各地靜思堂與醫護密切合作，歡喜做為疫苗施

打站，「取於社會、用於社會」，與大眾結好緣，這都是慈濟人該

做的。

▍戒慎虔誠　自愛愛人

疫情起起伏伏，臺灣目前是平安的，但海外許多國家疫情又再

復燃，到底何時能過去？無人能知，所以我們不能鬆懈。

天有天氣，地有地氣，人有人氣，而這波疫情來自「人」氣之

間的病氣。我們生活在天地之間，在疫病流行期，每個人呼吸、說

話、咳嗽、打噴嚏時，從體內臟腑呼出的氣體交雜在空氣中，使得

病毒無處不在，所以戴好口罩、保持距離，這也是自我防護、保護

他人的方法。

這波疫情也是「大哉教育」，教育我們通情達理，作為一個

人，不只是愛自己，還要愛別人。同時，我也希望慈濟人人做到

「停、聽、看」──暫停吵雜擁擠的社交活動，停下無明雜念；用

心傾聽世界聲音、多看世間萬象，把握時間多學習。

更重要的是，要戒慎虔誠、守好規矩，有形的社交距離要保

持，但無形的心不能有距離，可以打電話問候父母長輩、關心親朋

好友，多和他們聊聊天；或許已許久沒聯絡了，可以趕快再把感情

牽繫起來。同時，要發揮愛心與善念，彼此相互關懷，將多數人的

虔誠善念會合起來，就會有一股瑞氣，可以抵擋瘟疫的病氣。

我常常說，你們這一代很幸福，在我小時候經歷過戰爭，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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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難情景歷歷在目，現在想起來還是很害怕。所以，想要一個平

安、豐饒的社會，實在不簡單，尤其現在是太平之年，共享豐富物

資、科技發達的時代，生活真的很享受，因此我們更應該要感恩。

我這一生天天所念的是「感恩、尊重、愛」，這五個字是我成

功之道，亦會陪伴我終其此生。就如同我感恩勇敢站在前線的醫護

人員，為我們擋住疫情大敵；我也感恩所有的慈濟人，聽懂師父的

話，貼近師父的心，盡心力要承擔、要投入、要付出，集天下人的

愛共同幫助最急、最苦、最難的人，讓我減輕肩膀上的重擔。

▍天降大任　誓為菩薩

防疫不只在第一線，「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斯人就是你、

就是我、就是大家，面對疫情，人人都有承擔時代「大任」的責

任，一起撐起這一片天，發心立願成為翻轉人間苦難的菩薩。多一

個人富有愛心，就多一分福；人人富有愛心，天下有大福，就能消

弭災難。

臺灣歷年的事件，社會大眾可能不知道慈濟做些什麼，但這一

波應該都很有感覺。感恩大家支持，讓師父自由地表達要怎麼做。

這次疫苗捐贈（註二）的確要動用到好幾十億，龐大的數字，不管

是一百元、五十元，都是委員一一邀約會員，平時點點滴滴的累

積。

凡事有其因緣，慈濟從「五毛錢」開始，每個月五元、十元、

十五元，一直累積到現在。當時導師要我去嘉義，剛好靜宏（洪碧

雲）他們來求皈依，我就說：「如果要我留在花蓮，大家要當『會

員』替師父點滴會合，讓我做救濟的事情，我在花蓮有意義，就永



法
音
宣
流

27

臺中第五聯區慈濟志工返回花蓮與證嚴上人溫馨座談，並敬呈眾人的

愛心善款，挹注疫苗採購經費。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遠不會離開。」他們都說：「好，只要師父要做。」

這一波疫苗捐贈，也收到海外慈濟人的捐款；在臺灣各地紛紛

來響應，甚至許多社會愛心人士、企業也共襄盛舉。常常覺得：

「我這一生沒有遺憾，想要做什麼，大家總是無私付出。」

記得「九二一大地震」發生時，我也自不量力，認養多所「希

望工程」學校。當時還不知道錢在哪裡？不知不覺，大膽勾了三十

多所；陸續又有教育部委託、其他學校來請求，總共援建五十多

所。

師父一句話「要做！」大家就踴躍而為，出錢出力。如同這波

疫情，不只募心募款，同時付出力量陪伴，擔心民眾在等待接種疫

苗時，天氣炎熱或淋到雨，趕快搭帳棚，甚至用大電扇吹冰塊，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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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降溫；也為讓靜思堂寸地無傷，施作保護得很妥善。師父還能

再說什麼呢？實在不知如何道感恩。

不過，「己做己得」，自己結下好緣，自己所做的，自己得功

德。「德者，得也」，「德」是付出之後歸於自己，感覺到生命有

價值。

▍一生無量　分分己獲

慈濟為臺灣、也為全球點滴付出，期待人人發心，人人付出，

「發心如願，分分己獲」。看到菲律賓的窮困人，接受慈濟紓困的

同時，哪怕身上只有一個銅板也願意捨出救人；人人隨分隨力付

出，是人間之美，美在知人間疾苦，美在心富願意喜捨，看見別人

得救就很歡喜。

最近我常提起「火金姑」，在黑暗中，螢火蟲一隻、兩隻，無

法吸引目光；但成群閃爍、亮晶晶，自然會吸引人的目光。人人都

是一隻隻的螢火蟲，不可輕視任何一隻。也像是之前常說的小螞

蟻，一隻小螞蟻力量單薄，但只要意志堅定、步步踏實，以小螞蟻

的精神攀爬須彌山終會登頂，只要齊心協力也能轉動須彌山。

我們這顆地球在宇宙間，真的不大，但卻是苦難偏多，看到這

波疫情奪走多少珍貴生命，多少家庭陷入困苦，又看到阿富汗、敘

利亞的動亂，真的是很心痛。但是，心痛又如何！無奈啊，因為我

們走不到，使力不到。

世間無常，時間在無形中流逝，我們要把握時間，好好運用身

體的價值，為天下眾生而付出。假如我們沒有這一念真誠的心力，

其實可以冷眼旁觀；我們就是提起了這一分熱忱的使命，既提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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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恆持不變。因為這個使命非同小可，是攸關天下苦難眾生。

「一生無量，無量從一生」，切莫輕視小小的一個動作，只要

心中有愛，就會「一」生無量，功德無量。苦難未來會更多、更繁

雜，這輩子既與師父結下師徒情緣，今生我們做不完，來生一起發

心立願來承擔，為天下眾生謀福，這就是我們的生命價值。

（恭錄自6/8辛巴威連線溫馨座談、6/28及6/29志工早會、7/11馬來西亞疫情視訊

連線、9/19人醫會年會溫馨座談、10/25慈善志業溫馨分享、10/26清修士座談、

8/6北區溫馨座談、8/24臺北慈院溫馨座談、《慈濟》月刊656期無盡藏）

（註一）印尼慈濟大愛醫院，位在雅加達金卡蓮大愛一村，緣起於2002年紅溪

河水患後，慈濟為金卡蓮民眾興建大愛一村，村內設有義診中心，而隨著服務

擴大、品質提升，經政府核准，於2006年6月改制為醫院，並進行內部整修，於

2008年1月10日啟用。

（註二）2021年5月臺灣出現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慈濟基金會秉持「搶救生

命」的人道精神，遵循本會捐助章程，進行五百萬劑輝瑞疫苗（BNT）採購，

並依政府防疫政策全數捐給主管機關做為民眾施打用。其採購之款項，經本

會董事會決議，並經衛福部同意以「全球共善」勸募專案募款（衛部救字第

1091364558），呼籲社會大眾奉獻愛心，齊心防疫。



攝影者：楊振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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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三比克中部地區 2 0 1 9年遭
強烈熱帶氣旋伊代（ Ida i）

重創，災區復原工作尚在進行，
2021年新年前後不到一個月，熱帶
氣旋夏朗（Chalane）及埃洛伊斯
（Eloise）接踵而至，幾乎循相同
路徑侵襲莫三比克。歷經伊代風災
的深刻經驗，當地的慈濟本土志工
趕在風暴來臨前，至部落向鄉親宣
導備災、防災；風災過後，隨即以
中部索法拉省（Sofala）的雅瑪郡
（Nhamatanda）堤卡鎮（Tica），
與布齊郡（B u z i）瓜拉瓜拉區
（Guaraguara）為援助重點，提供食

材予收容中心，也為災民發放環保
餐具、布口罩等物資。此外，為讓
災民能盡快整頓家園，亦在災民返
家前，再送上糧食、種子及建材，
於4月10日完成最後一場物資發放。
兩次風災的急難援助行動，志工動
員逾一千一百人次，總計供應熱食
約五十八萬人次，舉辦二十二場物
資發放，援助超過八千三百戶。

接連天災加上新冠肺炎疫情，
使災區居民的生活更加艱難。慈
濟接獲政府求助，自7月起在雅瑪
鎮、拉梅高（Lamego）、梅圖希拉
（Metuchira）三地，為逾二千五百

氣旋再襲莫三比克
本土志工獨力賑災

圖片／慈濟莫三比克聯絡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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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提供三個月的糧食援助。
伊代風災後，慈濟在索法拉省

展開中長期重建計畫，一群來自南
部馬普托的本土志工，兩年多來輪
流駐守災區，陪伴災民。原本是受
到幫助的災民，在他們的帶動下，
學習關懷社區貧病老弱，並複製馬
普托大愛農場的經驗，開墾荒地，
將收成用來濟助孤老，也在疫情期
間，讓許多生計無著的人們免於飢
餓。截至2021年8月，索法拉省共有
七處大愛農場，其中在梅圖希拉三
處農場的收成，已能持續濟貧，一
年來幫助超過一萬戶次。
莫三比克被世界糧食組織列為

糧食危機最嚴重國家之一，也是愛
滋病盛行地區，索法拉省尤其嚴

重。慈濟今年6月起與政府合作，
在索法拉省推動愛滋孩童營養補助
計畫，由地方醫院提供名單，慈濟
每月提供五穀粉、大米，讓弱勢家
庭的病童能增加營養，提升治療效
果。
另外，慈濟計劃在索法拉省援

建二十三所學校及四座大愛村，至
今年有十八所學校啟動修繕或重建
工程，首座大愛村亦於9月在雅瑪郡
庫拉地區（Kura）正式動工。災民必
須先安居才能樂業，而自助互助的
觀念需從教育扎根、落實，本土志
工相互啟發善念，發心立願擔負起
重任，成為推動各項工作最有力的
一股力量。

圖片／慈濟莫三比克聯絡點提供 圖片／慈濟莫三比克聯絡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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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國貧窟大火
組織串連攜手扶困

非洲西部 的 獅 子 山 共 和 國
（Sier ra  Leone），為全世

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約百分之
五十三的人生活於每日1.9美元的貧
窮線以下。首都自由城臨海地區及
半山腰上，放眼望去，盡是大片的
貧民窟，房屋皆以木板、鐵皮、瓦
楞紙板等隨意搭建，密集雜亂，一
旦發生火災，往往一發不可收拾。

2 0 2 1年 3月 2 4日，蘇珊灣
（Susan's Bay）一處貧民窟突遭祝
融之災，大火在強風助燃下，快速
蔓延，燒毀約一千五百戶，受災人
數多達七千人。政府聯合近五十
個NGO團體投入援助，慈濟在獅
子山扶困的合作組織⸺明愛會

（Caritas）、希利基金會（Healey 

International Relief Foundation）等，
亦在其中。慈濟基金會整合儲備在
當地的援助物資，由明愛會等合作
夥伴擔負第一線救援工作，於3月27

日至5月13日在災區設立供食站，供
應超過十四萬六千人次，期間陸續
提供毛毯、二手衣物、衛生用品等
物資，並在5月中下旬為一千五百多
戶發放糧食及廚具。
半年間，自由城的貧民窟屢傳

火災，鄰近金頓垃圾掩埋場的博
梅社區（Bomeh）及克魯灣（Kroo 

Bay）貧民窟，接連在8月上旬、9月
中旬發生大火，共燒毀一百多戶。
慈濟與合作夥伴為災民發放糧食、

圖片／自由城明愛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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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品等生活物資，或在災區駐點
提供熱食，陪伴災民度過急難。
慈濟自2015年起，持續在獅子

山共和國進行人道關懷及物資援
助，結合長年深耕當地的慈善組織
──自由城明愛會、希利基金會、
蘭頤基金會（Lanyi Foundation），
共同關懷伊波拉倖存者、殘疾貧病
及婦幼等弱勢族群，同時也提供災
害急難救助。近兩年來，受到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慈濟志工無法
動員跨國付出，透過跨宗教、跨組
織合作，借力使力，讓援助行動不
因疫情止步。

圖片／自由城明愛會提供

圖片／自由城明愛會提供



36

55

臺鐵第408車次太魯閣號列車
於4月2日9時28分，行經花

蓮縣秀林鄉清水隧道北口處發生
重大意外事故，花蓮縣政府消防
局接報火速動員多地救難隊趕往
搜救；花蓮慈濟醫院也在接到通
知後，啟動大量傷患機制，投入
救治行列。這場意外造成四十九
人死亡、二百多人受傷送醫。

慈濟基金會於11時04分在靜思
精舍成立「0402臺鐵408車次太魯
閣號事故」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
啟動關懷機制。時逢清明連假，多
數職工返鄉掃墓，遂由精舍常住師
父、清修士，及留在花蓮的職工與
慈濟志工為主力，分頭到清水隧道
事故現場、花蓮巿立殯儀館，投入
後勤支援。

隨著搜救工作推進，加上天氣
忽冷忽熱，慈濟因應需求提供餐食
及冷熱飲，每日三餐由精舍師父精
心烹煮，以營養均衡、吃得健康為
考量；因殯儀館臨近海邊，入夜後
海風寒涼，緊急調度環保毛毯、圍
巾及披肩，提供熱薑茶，讓家屬及
工作人員禦寒保暖。

慈濟在兩處服務站設置茶水
區供人取用，但證嚴上人在第二天
與團隊連線時，提醒對家屬要虔誠
陪伴、勸人補充水份，遂展開活動
式服務，清修士、職工及志工手捧
飲品、穿梭人群，勸大家多喝水，
慈濟大學學生也加入服務行列。此
外，志工也隨時維持環境清潔，做
好垃圾分類，讓大家有乾淨舒適的
環境。

太魯閣號重大事故　
慈濟相伴撫平傷慟

攝影／呂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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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隧道搜救工作告一段落，
慈濟防災總指揮中心於6日撤站，
後續關懷工作回歸相關處室接續運
作與陪伴，並接連兩天在搜救現場
服務站、花蓮巿立殯儀館送出四百
多份祝福禮，感恩警消、縣府及殯
葬、清潔、媒體等工作人員連日的
辛勞。

慈濟自事故當天起至13日，為
六十三戶傷患及罹難者家庭致贈慰
問金，並送出三千一百一十二份熱
食、五百個麵包饅頭、二千一百六十
罐福慧珍粥及二千九百份飲料，
環保毛毯一百件、圍巾及披肩
七百四十九條，另提供淨斯多功
能福慧床四十八張、隔屏與屏風
三十七張等。

封閉搶修的清水隧道東正線
於19日恢復通車，住院傷患也陸續

康復出院，而慈濟關懷行動轉為災
後心理復健陪伴，花蓮慈濟醫院率
先針對花蓮縣消防救護人員，開辦
十五梯次創傷壓力課程；並於5月中
旬啟動安心紓壓專案，動員身心醫
學科、中醫部醫師及護理師、藥劑
師，陪伴傷者及家屬紓解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

此次行動有精舍常住師父、清
修士的投入，以宗教力量穩定家屬
情緒，不少人表示見到出家師父的
身影，心安許多；而職工、志工與
政府單位、民間組織串連，讓援助
工作順利進行。上人感恩所有參與
的人員，更在致鄉親的慰問信裡，
以「大災需要大愛」勉示面對災難
也是發揮善心、實踐善行的時機，
祈願以這分溫暖的祝福，伴隨人人
走出傷痛，化悲傷為永恆的祝福。

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攝影／廖文聰

攝影／鄭啟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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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每年農曆3月24日為周年
慶日，會在年慶前後舉辦朝

山、共修、浴佛等一系列活動，
以茲慶祝，且行之有年。今年慈
濟欣逢五十五周年，依例於3至5

月間，以「大哉教育益群生•行
善人間致祥和」為主題，舉辦朝
山、全球《法華經》與《藥師經》
共修、浴佛慶典及《靜思法髓妙蓮
華》經藏演繹等活動。

臺灣社會自2020年6月起新冠肺
炎防疫限制大解封，進入防疫新生
活階段，雖2021年初歷經部桃醫院感
染考驗，疫情仍在可控範圍內。慈
濟審慎評估，決定如期舉辦周年慶

活動，工作人員須落實防疫管控，
與會人員須遵守所有規定，包括
實名制、家屬同意、戴口罩、勤洗
手、量體溫，及使用隔板或餐盒用
餐，所有人員定時更換全新口罩；
盥洗浴廁、電源開關、門窗手把等
常接觸地方，加強清消作業。

系列活動以「回歸心靈故鄉」
朝山活動拉開序幕，2020年因疫情
停辦，而今年評估社交安全距離，
採多場次、少人數模式分散辦理；至
於，靜思精舍禮拜《法華經》、《藥
師經》，同2020年，採全球連線方式
進行，現場僅以常住二眾為主，志工
及會眾透過網路同步參加。

慈濟宗門逾半世紀　
靈山法華盛會再現

攝影／林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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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徐政裕

每年5月第二個週末舉行的「佛
誕節、母親節、慈濟日」三節合一
浴佛大典，是周年慶重頭戲。往年
以花蓮靜思堂為主場連線各地，更
有全臺規模最大的中正紀念堂場
次，然因疫情關係，2020年改以靜
思精舍、臺北臨濟護國禪寺為主場
地，而今年主場再回到花蓮靜思
堂，除臺北臨濟護國禪寺外，再增
龍山寺為第三個主場地，透過大愛
臺直播方式進行，並以齋戒卡取代
「香湯」，避免「禮佛足」環節，
眾人手沾香湯導致傳染風險。

今年最殊勝的活動，非《靜思
法髓妙蓮華》經藏演繹莫屬，5月3、
5日在花蓮靜思堂粉墨登場，由唐美
雲歌仔戲團、優人神鼓、明華園與
豫劇團，及入經藏菩薩、青年志工等
約七百八十人，演繹《無量義經》
及《法華經•序品》之〈法華六瑞
相〉、〈法華會上〉、〈彌勒問〉、
〈文殊答〉、〈法華七喻〉等；5日
演繹另有「慈濟55行願之路」、「慈
濟55共善人間」影片、志業體主管發
心立願等橋段。

攝影／羅景譽

攝影／羅景譽

兩場演繹全球直播，也是繼
2011年《法譬如水》經藏演繹後，再
次大規模的入法共修，參與者均參
加超過半年的讀書會，研讀法理，
同時熟練演繹樂曲、手語手勢等，
身心一致全方位投入。

證嚴上人表示，一直以來
的心願就是傳揚《法華經》，讓
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在靈鷲山說
《法華經》的靈山會永不散，法華
精神永存。從創立慈濟開始，就是
用《法華經》開道鋪路，帶著大家
一路走來，感恩全球慈濟人長年分
秒的付出，累積一切功德，造就今
日的慈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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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於5月15日上午緊急召開
記者會，宣布臺北巿及新北

巿疫情警戒升至第三級，下午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緊接著說明各項
防疫規範。兩場記者會引發全臺一
片譁然；四天後，三級警戒擴及全
臺，民眾生活頓時風雲變色，企業
啟動分流異地及居家辦公，學校、
家長因應孩子停課不停學一陣手忙
腳亂，人們擠到賣場搶購民生物
資，餐飲店家無法提供內用生意大
受影響，弱勢家庭生計也連帶受到
衝擊。

新冠肺炎疫情於2020年傳入
臺灣，幸於全民齊心合作、防疫管

制得宜，指揮中心逐步放寬防疫措
施，民眾生活如常。直至2021年5月
中旬，臺北巿萬華區出現一百多例
確診，警戒火速升級，但案例及死
亡人數依舊上升，加上校正回歸、
變異株（Delta）傳染威脅，使得確
診數超過一萬五千人，逾七百八十
人往生；直至7月疫情漸緩後，才回
歸二級警戒。

慈濟基金會自2020年1月下旬
成立的防疫協調總指揮中心，始終
保持運作，隨時因應疫情變化、政
府防疫措施而調整規範。當警戒提
至三級，防疫會議由每週改為每天
召開，滾動式調整各項辦法，含靜

全臺防疫三級警戒　
慈濟五管齊下護臺

攝影／顏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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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切可用資源，在第一時間將製氧
機、呼吸器、快篩試劑、防護衣、隔
離衣、N95口罩、防護面罩、醫用手
套等，送到醫療單位、警消機構，保
護第一線防疫人員。

在餐飲停業、學校停課不停學
等措施下，社福團體、中低收入戶及
弱勢族群，生計受到影響，尤其弱勢
家庭學子缺乏遠距學習的資訊設備，
課業難以跟上進度。於是，慈濟推出
疾疫紓困方案，為有需求的團體與
家庭，提供紓困金、生活物資卡、安
心生活箱等，並展開為期兩個月的暑
期營養紓困計畫，送上安心生活箱與
健康蔬果箱，讓他們暫度眼前難關；
也送去了無線分享器、筆電，搭配上
「青年線上伴學趣」計畫，讓弱勢家
庭的孩子們學習不中斷。

為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慈濟開
放靜思堂等作為疫苗接種站，讓社區
民眾安心就近施打疫苗。然而，國際
疫情嚴峻，各國囤搶疫苗，導致供貨
不均，臺灣也出現疫苗短缺，甚至出
現民眾搶打殘劑的現象，慈濟決議採
購五百萬劑輝瑞疫苗捐予政府，為防
疫盡一分心力，而選擇輝瑞的原因，
是排除涉及國家外交、廠商不販賣民
間機構等因素，加上其安全性可供青
少年接種，經多方篩選後才決定。

歷經兩個多月全民齊心努力，臺
灣本土疫情降溫，指揮中心調降警戒
至二級。慈濟全臺急難防疫援助工作
也在7月告一段落，轉為致力弱勢家
庭的生活紓困，和慈善教育補助，以

思堂等場所防疫規定，慈善專案、
機構關懷等慈善工作全面暫緩，個
案改採電訪方式等，並接受提報各
單位的援助需求，及時提供防疫物
資、設置篩檢站等；並從5月23日
至7月5日，在防疫會議後緊接召開
醫療防疫會議，聽取各家慈濟醫院
報告收治病患現況、醫療量能需求
等。 

慈濟依照社會需求面向，展開
醫療防疫物資、疾疫紓困、安學計
畫、社區防護站及疫苗採購捐贈等
五大行動。三級初期，全臺醫療量
能吃緊，急缺相關防疫裝備，慈濟
接獲需求，緊急向海外採購，並調

攝影／林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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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慈濟法親、環保志工家庭關懷；各
項慈善工作重啟，照顧戶及居家關懷
戶訪視恢復如常，安美專案的修繕工
作也陸續啟動，老人院、醫院等機構
關懷則配合各機構規範進行。

2021年對慈濟而言，充滿挑
戰與考驗，疫情管制行動期間，志
工活動幾乎停擺，但志業運作仍需
如常，慈善工作不能中斷，物資打
包等工作皆由職工代打上陣，在靜
思精舍還有常住師父加入陣容，從
一開始的手忙腳亂，到後面漸入佳
境、從容應對，隨著暑期營養支持
計畫的展開，打包作業也從精舍
擴及全臺職工共同承擔；物資捐贈
方面，遵守警戒規範，人員避免跨
縣巿移動，同時也為保護志工安
全，不少物資是透過物流宅配方式
送到各機構單位，或由總務處職工

直送。同樣的，慈善個案關懷工作
雖然志工無法親自家訪，也儘量透
過電話或通訊軟體了解案家需求，
而受到疫情衝擊，弱勢家庭生活型
態的需求有所改變，對此，慈善扶
助項目也隨之調整，以契合弱勢需
求，精準對焦提供所需之幫助。

最大的挑戰，非疫苗採購莫
屬，且顏博文執行長認為，這是一
件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事。然而，
光是前期交涉、簽約等作業，便困
難重重，加上經費龐大難以想像。
雖然有點自不量力，但秉持著救人
信念，義無反顧勇往前行，可謂是
關關難過關關過；上人在多場歲末
祝福中，亦提到錢在哪裡不知道，
只是做對的事，且相信人人有愛，
愛的能量必能點滴匯聚，共同守護
臺灣。

攝影／劉秋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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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2021年臺灣防疫疾疫紓困

關懷對象：  醫護人員、第一線防疫人員

援助方式：

•製氧機 (200臺)

•呼吸器 (20臺)

•快篩試劑 (501,150劑)

•防護隔離衣帽鞋 (164,250件)

•口罩 (192,610個)

•防護面罩 (235,311個)

•手套 (1,577,609支)

•防疫隔離罩 (1,920件)等

關懷對象：

弱勢家庭學子

援助方式：

•提供無線分享器 (15,027臺)

•新購或二手電腦 (4,849臺)

•青年線上伴學趣大學伴工讀 1,183人

•青年線上伴學趣小學伴伴學 3,162人

安學計畫
24,221件

關懷對象：

全臺灣民眾

援助方式：

•設置25座篩檢站

•35處據點成立

   疫苗施打站

社區防護站

關懷對象：

12-17歲青少年

全臺灣民眾

援助方式：

•採購500萬劑輝瑞疫苗（BNT）

•2021/09/02~2022/01/27

   全數到貨

疫苗採購捐贈

關懷對象：

中、低收入戶、檢疫隔離者

社福團體、社區弱勢族群

援助方式：

•疾疫紓困金 (11,164戶)

•生活物資卡 (1,672張)

•安心生活箱 (111,874箱)

•安心祝福包 (15,100份)

•大米 (1,131,490公斤)等

疾疫紓困
1,670,332件

篩檢站

疫苗施打站

時間：2021/1/1-12/31

醫療防疫物資
2,677,21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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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本土疫情於 5月中旬爆
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提升全臺三級警戒，並在6月2日
宣布推動「COVID-19疫苗大規模接
種作業」，建立「疫苗接種預約平
臺」，推動包含社區接種站、大型
接種站等設置，提升疫苗覆蓋率。

慈濟防疫協調總指揮中心於6

月5日決議配合政府，開放指定的
靜思堂等作為疫苗接種站。臺南善
化聯絡處先於13日提供使用，後借
出基隆巿、臺北巿、新北巿、桃園
巿、臺中巿、彰化縣、雲林縣、南
投縣、臺南巿、高雄巿、屏東縣、
臺東縣、花蓮縣、宜蘭縣等地共
三十五處道場，攜手政府與醫療團
隊，守護逾五十萬人次健康。

疫苗接種站依接種對象和警戒
等級不同，服務方式、動線規劃、
參與志工也略有調整。8月17日以

化身為疫苗接種站
社區道場守護生命

攝影／陳忠華 圖片／陳羅美珠提供

攝影／魏岩宗

前，疫苗種類為AZ、莫德納，以
六十五歲以上長者為主，多採日本
宇美町「民眾不動，醫護動」施打
方式，同時拉寬座椅間距，讓陪同
家屬也能坐下休息；另設置愛心輪
椅區，讓坐輪椅的長輩接種後能就
地休息。9月25日起接種輝瑞疫苗，
年輕學子或年輕人居多，部份接種
站改回傳統模式，民眾至注射區接
種，再到留觀區休息。

三級警戒期間，嚴格篩選服
務接種站的志工，除自願參加、
取得家屬同意、六十五歲以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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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過疫苗者為優先考量；降級後
條件依舊，唯歲數可放寬。服務準
則以配合負責該接種站的醫療單位
為主，協助動線引導，關心民眾身
體變化，送上淨斯豆漿粉、福慧珍
粥、酒精筆、祝福吊飾等結緣品，
並提醒大家補充水份與營養。

蘆洲、新店、雙和靜思堂及板
橋、三重志業園區五處接種站，由
臺北慈濟醫院承擔接種作業，其服
務志工較為特殊，由慈濟人醫會成
員、長照推展中心居服員負責內場，
具醫療專業知識，解說總能讓長輩安
心、家屬放心，而外場以慈濟醫院志
工居多，熟悉輪椅等醫療輔具操作，
負責動線引導、慰問關懷、送結緣品
等。由於高雄靜思堂入口距離車道較
遠，遂安排車輛可開入地下室，長輩
接種後由大門離開，並讓車輛開上徒

步道，方便接送。
慈濟道場原採室內脫鞋措施，

考量民眾進出方便、減少穿脫感染
風險，改為不脫鞋入場，並鋪設止
滑木板，設置單一進出動線；另設
有緊急救護專區，放置福慧床，讓
接種後感到不適的民眾可暫時休
憩。此外，每日接種工作結束均有專
業團隊進駐消毒，廁所也定時清消。

慈濟自1986年在花蓮啟建靜
思堂，而後在各縣巿設有不同型類
的道場，功能雖略不同，共同的是
提供民眾自在進出、歇腳的好去
處，也是志工教育訓練、慈善工作
運作、社會推廣教育、會議展覽活
動等所在地，更是社區防災避難場
所；這次做為疫苗接種站，功能活
化再升級，落實「用之於民」的建
設目的。

臺北市

7臺中市

慈濟三重園區
蘆洲靜思堂
新店靜思堂
慈濟板橋園區
雙和靜思堂

5新北市

花蓮靜思堂
鳳林靜思堂
玉里靜思堂

3花蓮縣

臺東靜思堂

1臺東縣

基隆靜思堂

1基隆市

羅東靜思堂

1

2

宜蘭縣

東港聯絡處

1屏東縣

善化聯絡處
佳里聯絡處
臺南慈濟中學
臺南靜思堂

4臺南市

新竹靜思堂

1新竹市
中壢志業園區
八德靜思堂
桃園靜思堂

3桃園市

彰化靜思堂
田中環保站

2彰化縣

雲林聯絡處

1雲林縣

高雄市

高雄靜思堂
岡山志業園區

2

臺中靜思堂
大里靜思堂
清水靜思堂
民權聯絡處
心田聯絡處
港區聯絡處
大甲聯絡處

南投聯絡處

1南投縣

大同聯絡處
內湖聯絡處

佛教慈濟基金會

慈濟基金會2021年臺灣
道場疫苗接種站分佈

疫苗施打站35

時間：2021/1/1-12/31

南投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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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升溫，
5月19日全臺升至三級警戒，

教育部宣布「停課不停學」，各級
學校停止到校上課，改採線上教
學。此一政策發布後，慈濟基金會
率先關注弱勢學童家庭的資訊設備
及飲食營養兩大問題。

從實體到網路上課，對師親生
帶來不小衝擊，老師必須學會遠距
教學、調整教學方法，而家長必須
強化家庭資訊環境。這對弱勢家庭
而言，無疑是一筆負擔不小的額外
開銷，負擔不起的家庭，孩子靠著
家長手機上課，住在偏鄉的孩子常
因訊號不良而中斷學習；雖政府提
供4G Sim卡，部份學校備有平板，
但平板無法插卡，孩子自然無法帶

回家使用。
慈濟觀察到此一現象，並接

到臺灣大學教授葉丙成來訊提及此
事，擔憂弱勢孩子數位學習落差，
遂攜手尋找解決方案。經多方聯繫
後，酷遊天公司（KKday）、桔豐科
技公司（jetfi）以公益合作模式，提
供一萬五千個無線網路分享器，由
慈濟租借兩個月，分送各縣巿教育
局，幫助學童在家安心遠距學習。
此外，慈濟也緊急採購四千五百臺
筆電，加上華碩文教基金會捐贈
的五百臺，幫助受到疫情影響的照
顧戶家庭、慈濟四所學校的弱勢學
生，確保他們學習不中斷。

考量線上學習，孩子在獨處環
境如何保持專注學習力、自主管理

線上伴學營養支持
陪伴弱勢學子成長

攝影／李雅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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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挑戰，於是慈濟推出「青年線
上伴學趣」計畫，邀請臺大教授葉
丙成、成大教授陳岳男擔任顧問，
結合慈濟大學、慈大附中、大愛臺
等資源，以「PaGamO」線上遊戲學
習平臺為教學素材，召募百人隊輔
及行政團隊，以及七百零八位大學
伴，陪伴國小四到六年級、國中一
到三年級共二千二百三十一位學生
在線上學習，提升孩童閱讀素養，
減緩疫情期間的學習落差。

除人文素養課程外，學課也
是伴學重點，對此，慈濟找來教聯
會、慈濟大學及慈大附中的教師，
以及現任教師的畢業慈青，組成教
師諮詢團隊，分享自身教學經驗，
傳授大學伴陪伴孩子學習的技巧
與方法。課程團隊則分成人文課務
組、大愛臺兒少節目組及PaGamO閱
讀素養組，時時檢視更新教材，也
結合疫情時事、環保議題等，強化
小學伴知識。

「青年線上伴學趣」計畫雖於
8月27日圓滿告一段落，因獲好評，
持續啟動第二階段伴學，並擴及國
際、專業化，除原有課程外，另開
設電腦程式語言課等，也開放美國
等地慈青加入學伴，發揮專長、教
導英文等，讓慈善教育工程永續不
間斷。

至於，飲食營養問題，家境
清寒學童平日到校，有營餐午餐可
用，費用由政府補助，但無法到校
上課，營養午餐沒了著落，加上三
級警戒延長，許多家庭失去工作收
入，暑期孩童營養均衡的飲食攝取
成了問題。

慈濟自2019年起，陸續與十八
個縣巿政府簽訂合作共善備忘錄，
2021年3月甫與基隆巿政府完成簽
署，遂先與其商量此問題，並達成
共識，由慈濟承擔暑假兩個月的蔬
果、白米、糧食物資供應。糧食物
資由慈濟負責打包，「安心生活

攝影／王淑貞 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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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內有麵食、調理包、餅乾等，
而蔬果部份則由縣巿政府交託營養
師挑選適合品項，委請農會或果菜
巿場採購、打包成「健康蔬果箱」，
再委託計程車隊等配送到府。

此一模式延用到與其他縣巿政
府的合作，視區域特色略有調整。
以臺北巿為例，健康蔬果箱改以全
聯禮券取代，係因全聯門巿在北巿
分布密度高，多達一百三十家，弱
勢家庭可依需求、隨時前往採買，
確保蔬果新鮮；屏東則是地理狹
長，部份鄉鎮蔬果鮮度不易保存，
改用提貨券，讓學生家長憑券到
農會超巿兌換。配送模式也因地制
宜，如彰化縣、屏東縣部份鄉鎮，
集中送到學校，再由校方通知家長
到校取領。

慈濟「弱勢學童家庭暑期營養
支持計畫」，跨界與十五個縣巿政
府合作，兩個月來幫助逾五萬個家
庭暫度難關；而在執行計畫之際，
於8月初再推出「疾疫紓困專案」，
無縫接軌關懷因疫情影響的個人或
家庭，提供紓困生活金、紓困就學
金等補助，幫助學子家庭紓困，讓
孩子們在9月開學後安心就學。

2021年臺灣防疫期間，慈濟
編列的慈善經費，約四分之三為疾
疫紓困，包含學童營養支持、幫助
弱勢學子線上學習等。唯經費多寡
不在慈濟考量範圍內，當人們有
需要而及時伸援，幫助他們脫離黑
暗，迎向希望未來，才是慈濟創辦
五十五年來始終不變的宗旨。

圖片／陳祖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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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巿

10,784

基隆市

3,330

宜蘭縣

3,384

花蓮縣

5,275

新北市

6,416

新竹縣

3,190

臺中巿

12,048

彰化縣

18,980

南投縣

4,121

雲林縣

4,233

嘉義巿

1,270

嘉義縣

3,000
臺南巿

11,660

高雄巿

5,825

屏東縣

1,167

慈濟基金會2021年臺灣暑期弱勢學童營養支持計畫

時間：2021/07/01-08/29

•嘉惠十五縣巿、51,184戶家庭
•兩個月計發出94,683份安心生活箱等物資

弱勢學童營養支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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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冠肺炎疫情自5月中旬
升溫，進入社區感染階段，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5月19日
宣布全國防疫升三級警戒，各地
慈濟醫院進行常規營運降載，暫
停非緊急醫療服務，以保存醫療
量能，並陸續啟動通訊診療，及
「藥來速」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網路
預約領藥窗口服務，降低民眾院內感
染風險。6月中旬配合大規模新冠疫
苗施打計畫，出動醫護人員為民眾接
種疫苗，直至7月26日疫情趨緩，防

疫警戒調降為二級，各地慈濟醫院陸
續恢復常規營運，配合政府各項防疫
措施，守護社區，為抗疫盡心力。

▍臺北慈濟醫院

臺北慈院位處人口稠密大臺北
地區，因應疫情升溫，增設收治確診
患者的專責病房、加護病房。另加開
戶外快篩站，以減少篩檢時的交互感
染風險，由急診部、護理部、檢驗科
合辦採檢教育訓練，近五十位醫師

疫癘侵臺警戒升級 
醫護披甲承擔重任

攝影／蕭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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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隨疫情嚴峻而醫療量能日漸緊
繃，衛生局與各醫療院所的通訊群
組不斷出現為病人求救的訊息，臺
北慈院盤點院內設備與評估照護量
能，持續收治病患，並取得病患同
意，以西醫標準用藥及淨斯本草飲
濃縮液等，中西醫合療，提升治癒
率。

新北市衛生局為提升防疫量
能及減緩醫療院所壓力，設置多處
集中檢疫所，用以安置新冠肺炎快
篩陽性、確診輕症或無症狀患者。
臺北慈院於5月31日至7月31日承接
新店區集中檢疫所運作任務，比照
醫院規格進行動線規劃、資訊設備

安裝、工作人員教育訓練、素食餐
點設計等作業；也在雙和、三重、
板橋、蘆洲、新店五個慈濟靜思堂
設置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站，截至12

月31日，醫院與新店集中檢疫所，
共收治九百一十一位確診患者，五
處疫苗接種站計施打逾三十四萬人
次。

▍臺中慈濟醫院

臺中慈院專責病房設施獲衛生
局審查核可後，由院長簡守信率領
醫護團隊，輪值第一班照護確診病
人，了解各項需求及安定軍心。此
外，也獲企業捐贈智能機器人，操

圖片／臺北慈濟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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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經訓練後，旋即投入專責病
房服務，可協助病人測量血壓等生
理數據及送餐、送藥，醫師及護理
師亦可透過視訊傳達關懷，減少人
員進出病房次數，改善照護流程及
降低感染風險。臺中慈院除了承擔
當地採檢站的篩檢作業外，更於苗
栗縣發生移工群聚感染事件時，主
動聯繫苗栗縣衛生局，洽談防疫工
作事宜，出動醫護與行政人員前往
快篩站，為高風險族群進行採檢服
務，阻斷社區傳染鏈。

▍大林慈濟醫院

大林慈院為嘉義縣新冠肺炎
的應變醫院，也承擔嘉義縣「北患
南送」重症責任醫院的收治任務。

除了運用精實醫療管理專責病房動
線，讓照護流程順暢，更結合資訊
運用及軟體建置，開發「COVID-19

防疫快速應變資訊系統」，包含入
院前的旅遊史即時查詢系統、住院
病人的陪病與探病預約、同仁人臉
辨識，以及醫療資訊疫調系統等，
能精確掌握醫院人流進出與院內接
觸史，降低感染風險。該系統榮獲
生策中心2020年SNQ國家品質標章認
證，並導入多家醫院共享，嘉惠更
多病人與醫護團隊。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慈院為花蓮地區的新冠肺
炎重症專責醫院，除收治確診病患
外，中醫部、心血管暨粒腺體相關

攝影／林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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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疾病研究中心，也持續研究由靜思
人文委託研發而成的淨斯本草飲。
防疫期間熬煮予院內職工、防疫
人員飲用，希望提升第一線醫事人
員、清潔人員的防疫照護量能。

6月中旬，秀林鄉崇德村發生群
聚感染事件，花蓮慈院除出動醫護
人員前往社區進行採檢外，多位具
原住民身分的護理師，利用空餘時
間錄製阿美族、太魯閣族、布農族
等母語防疫衛教影片，讓部落長者
更容易理解防疫資訊。此外，花蓮
慈院透過產學合作，開發可以快速
展開的防疫隔離罩，以提升第一線
防疫救護人員執勤時的防護安全。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臺東關山
慈濟醫院、雲林斗六慈濟醫院，除
協助篩檢站採檢之外，更協助社區
施打新冠肺炎疫苗；其中關山慈院
與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合作，
採遠距醫療看診模式，以減輕所方
戒護人力負擔，及受收容人戒護外
醫染疫的風險。

醫護人員在疫情最嚴峻的時
刻，穿戴層層的防護裝備，如同披
上戰甲般，勇敢承擔防疫任務，全
力守住醫療防線。臺北、花蓮、大
林慈濟醫院更舉辦線上研討會，分
享治療確診病患、感控措施等實務
經驗，共同提升醫護照護量能。



54

55

圖片／印度靈醫會提供 圖片／印度靈醫會提供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全球，隨著疫
苗問世，各國無不加速提升接

種率，期望能早日遏制病毒擴散，
然而過早放寬防疫管制措施，加上
傳播力更強的各種變種病毒株輪流
出現，使疫情趁隙再度爆發。2021年
3月當各國開始解除封鎖，恢復正常
生活之際，印度疫情卻快速失控，
確診與死亡人數急遽增加，而尼泊
爾、孟加拉等鄰國，病例亦紛紛攀
升，這些國家同樣有著城市人口稠
密，以及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隨著
疫情蔓延，醫療體系嚴重超載，醫院
人滿為患、氧氣系統供不應求。

慈濟基金會有感於南亞諸國疫
情告急，於4月底啟動援助計畫，以
印度、尼泊爾、不丹、孟加拉、斯
里蘭卡、柬埔寨、寮國等七國為重

點地區，積極聯繫各國政府單位、
宗教組織，以及慈善、醫療、教育
等機構，展開醫療器材、防疫物資
捐助，與糧食紓困等合作。

由於物資需求龐大，且事涉跨
國運輸與各國醫療法規等繁複的行
政流程，又得隨時遭遇城市封閉，
或航班停飛等變動因素，援助行動
如同與時間賽跑，須設法以最快的
速度將物資送至目的地。慈濟基金
會執行長辦公室、宗教處等單位，
召集近二十位職工組成專案團隊，
投入相關工作，以確保物資能盡速
到位。

2020年8月，慈濟基金會即啟
動防疫2.0計畫，在全球二十一個國
家地區備存口罩、防護衣等，超過
一千三百三十萬件的防疫物資，因

亞太地區疫情再起 
挹注資源共度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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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南亞疫情變化，除就近調撥以應
急需外，亦協請中國大陸、印尼、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地慈濟志工，
協助採買物資，同時請託印度、尼
泊爾等地本土志工，設法就地採
購，爭取援助時效。

在印度，慈濟基金會自2020年
起，與天主教靈醫會（Camillians）、
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及佛教ABM組織（ABM 

Samaj Prabodhan Sanstha）與多個藏傳
佛教團體等合作，持續提供防疫物
資，捐贈製氧機、呼吸器等醫療器
材，另外也針對民生物資匱乏的地
區，發放糧食等維生物品。2021年援
助機構數超過三百六十個，紓困受益
戶次逾十九萬戶、受益人次達八十七
萬六千多人。

與印度接壤的尼泊爾，疫情一
路從城市蔓延至偏遠山區。相較於
印度，尼泊爾在醫療體系的醫護比
更少、疫苗接種率更低的狀況下，
九成感染者只能在家隔離。慈濟自5

月下旬起陸續以十架次包機，運送
製氧機、呼吸器、高流量鼻導管等
醫療設備，與防疫用品至尼泊爾，
並在該國衛生部、健康環境與氣候
行動基金會（Health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Action Foundation）等單位協
助下，分送到各地。除此以外，慈
濟亦在藍毘尼與尼泊爾國際佛教協
會合作，推動婦女縫製布口罩職訓
計畫，鼓勵婦女投入布口罩製作，
成品則發放給當地多所學校、軍警
人員及民眾。

截至本年底，慈濟在印度、
尼泊爾、孟加拉、柬埔寨、斯里蘭
卡、寮國、不丹等七國，援捐超
過九百八十三萬件的防疫及醫療物
資，包括口罩、手套、製氧機、呼
吸器、氧氣筒等各種品項的耗材及
儀器設備，並捐建十餘座氧氣槽，
予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衛
生部門所指定的醫院，幫助其強化
醫療量能，而除了醫療相關捐助之
外，亦在各地疫情趨緩，行動管制

圖片／慈濟花蓮本會提供圖片／尼泊爾慈濟志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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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援助亞太七國
新冠肺炎防疫醫療物資及紓困發放統計
資料來源：宗教處	 	 統計至：2022/01/21

國家地區
防疫／醫療物資

捐助件數
援助機構數

紓困受益

總戶次

紓困受益

總人次

印度  760,717  365  195,581  876,476 

尼泊爾  7,958,629  186  93,662  382,694 

孟加拉  301,725  11  3,000  15,539 

柬埔寨  491,230  40  1,298  18,095 

斯里蘭卡  67,899  18  6,109  24,436 

寮國  125,831  2  —  — 

不丹  131,337  32  —  — 

總計  9,837,368  654  299,650  1,317,240 

放寬後，在本土志工或合作組織的
協助下，為生活陷入困境的弱勢民
眾提供糧食、生活用品等物資。

當印度、尼泊爾疫情逐漸趨
緩，緬甸、馬來西亞、印尼的疫
情卻履創新高或處高峰，醫療量
能極度吃緊，醫院也出現醫療器材
及防護物資短缺的困境。而各國面
對起伏不定的疫情，這一、兩年間
反覆實施行動管制，各行各業備受
衝擊，弱勢族群的生活更是雪上加
霜。許多家庭生計無著，甚或面臨
斷炊。慈濟志工不因疫情而裹足不
前，依然行善如常，集結企業、
民間團體等各方資源，一方面捐助
醫療器材、防護用品，支援前線醫

療，另一方面持續推動生活紓困、
安心助學等計畫，關懷生活困頓的
家庭。

五十五年來，慈濟在全球總計
援助一百二十六個國家地區，其中
二十四個為這兩年間因新冠肺炎疫
情新增，國際援助之路並未因疫情
而中斷，經由跨宗教、跨組織、跨
領域的合作，借重他們綿密的社區
網絡，將醫療器材、防疫用品，送
抵急需的地方，並進行濟貧紓困。
在全球遭遇疫病侵襲、封城鎖國期
間，這種協力互助、共善共行的方
式，更為重要，讓「守護生命、安
定人心」的力量發揮加乘效果。



亞洲地區(18)

總受益戶次 總受益人次

香港  26,206  79,756 

日本  14  28 

韓國  5  9 

越南  21,326  93,675 

柬埔寨  6,648  55,785 

泰國  92,194  371,233 

緬甸  93,505  280,515 

菲律賓  243,169  972,676 

新加坡  1,884  5,652 

印尼  3,621,408  14,485,632 

馬來西亞  110,903  416,824 

斯里蘭卡  11,085  49,316 

印度  309,990  1,340,245 

孟加拉  3,409  17,545 

尼泊爾  136,336  566,583 

土耳其  24,931  123,952 

約旦  10,484  52,673 

黎巴嫩  1,560  7,589 

非洲地區(7)

總受益戶次 總受益人次

尚比亞  800  2,400 

辛巴威  66,812  314,294 

莫三比克  20,231  125,943 

南非  61,751  452,455 

賴索托  17,213  83,621 

史瓦帝尼  6,800  42,800 

烏干達  180  5,179 

大洋洲地區(4)
總受益戶次 總受益人次

澳洲  92  391 

紐西蘭  187  935 

北馬利安納
群島邦(塞班島)

 339  615 

斐濟 1,845  10,946 

美洲地區（14）
總受益戶次 總受益人次

美國  87,959  187,531 

墨西哥  2,259  13,478 

多明尼加  4,864  14,002 

瓜地馬拉  20,621  76,003 

海地  17,500  74,500 

荷屬聖馬丁  10,796  54,467 

法屬聖馬丁  1,058  3,369 

宏都拉斯  91,205  367,708 

厄瓜多  32,903  131,567 

巴西  1,427  5,708 

玻利維亞  7,750  31,000 

智利  8,909  35,636 

巴拉圭  7,824  332,089 

阿根廷  1,417  5,668 

慈濟透過全球志工動員或跨組織機構合作——

發放物資安貧紓困：

共計43個國家地區

總計逾：

518萬戶次、2,129萬人次受益

※	具底色					地點，為2021年新增紓困援助國家地區

█資料來源：宗教處			█統計至：2022/01/30

57

重
要
足
跡

慈濟基金會2020~2021年
海外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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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於2021年推出三大學
術論述平臺，結合國際名校、

跨領域的合作夥伴，透過學術交
流、研究論述、論壇講座等方式，
向國際傳遞慈善、醫療、教育、人
文、環保等模式，讓靜思法脈的精
神、慈濟宗門的理念得以弘揚；連
同辦理數屆的論壇，建構出「慈濟
論述•國際認證」推廣之基石。

三大平臺中以「印證佛學傑出
學術系列講座」最為重要，慈濟首次
連袂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劍橋大學、
牛津大學，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
學，以及中國大陸北京大學等國際名
校合作，每月輪流舉辦一次，並於9

月1日舉辦聯合線上發布會。
首場於9月22日由劍橋大學主

辦，由哈佛大學教授汪悅進主講
「二十一世紀的佛教藝術：前景瞻
望」。10月12日第二場為哈佛大學
主辦，慈濟副執行長何日生以「從
歷史的視野考察佛教的未來：兼論
慈濟宗的發展」為題，探討佛教演
化與未來。第三場由英屬哥倫比亞
大學於12月8日辦理，倫敦大學教
授史芬妮主講「化導汲引於庠序之
外：民國佛教之案例及其當代影
響」。

眾多學府中，慈濟與英屬哥倫
比亞大學早在2001年結緣，加拿大分
會每年資助該校成立佛學研究論壇，
並牽緣使之與慈濟大學進行學術交
流。2008年，兩校與中國人民大學在
河南省白馬寺舉辦佛學青年營之際，
該大學教授陳金華與時任慈濟文發處
主任何日生互動密切，彼此對於推動
當代佛教發展擁有相同志向，埋下未
來合作的契機。時至2021年，印證佛
學講座應時而生，其核心主軸專注於
探討佛教在當代社會的理念實踐與影
響力，及推動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
化之研究。
第二個平臺為「全球共善學思

會」，每季辦理一次，邀請各國不
同領域專家學者，建立全球跨界合
作夥伴關係，共同就社會生活、經
濟活動、企業管理、機構治理與環
境永續等議題進行交流，並提出慈
濟觀點。
首場於2月19日舉辦，主題為

「宗教NGO的全球治理」，邀請元
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丘
昌泰、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劉
康慧蒞會，與慈濟志業體主管及慈
濟志工進行交流，在土耳其慈善、
南非深耕本土、全球疫情援助、志
工體系運作等四場專題演講後，

四大平臺慈濟論述
闡揚美善國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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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慈濟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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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非營利組織治理運作的模式與
建議，探討慈濟價值。7月9日第二
場，由臺灣大學教授馮燕與葉丙
成、政治大學教授江明修、臺灣數
位文化協會秘書長陳文良、青年歷
史學人謝金魚，以「臺灣慈善與社
會創新⸺疫情下的慈善援助」為
題，探討政府與民間協同治理、利
他共善的運作模式。

12月17日第三場，以「蔬食防疫
與身心健康」為題，邀請《世界和
平飲食⸺兼顧靈性健康與社會和
諧的飲食》作者威爾•塔托博士、
玄奘大學教授暨關懷生命協會發起
人昭慧法師、三育健康教育中心執
行長胡子輝牧師、基督教復臨安息
日臺灣區會會長孫仁智牧師等，融
合哲學、宗教、醫學、動物平權等
領域，探討「蔬食」這項更環保的
生活方式與普世價值的生命觀。
「慈濟研究系列講座」為第三

個論述平臺，基金會結合靜思精舍共

同主辦，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一
起合作，匯集全球研究慈濟的學者發
表其研究成果，進而帶動更多學者投
入研究慈濟，增加慈濟學術研究能量
與國際能見度，每兩個月辦理一次。
10月8日首場邀請芝加哥帝博大學教
授黃倩玉，以「聖格領導與慈悲」為
題，分享田野調查後所觀察到的慈濟
組織運作與轉變。
三大學術論述平臺啟始因緣，

除過往慈濟與眾多學府交流，奠定
下合作基礎外，新冠肺炎疫情也成
為推手，辦公與教學紛紛搬到線上
雲端，為慈濟在國際學術平臺論述
開闢了方便法門，在疫情艱難的時
空下，將慈濟相關論述向國際傳播
出去。

2021年，一切水到渠成，何日
生受聘為副執行長，負責開展學術
研究及交流，並串連文史處、宗教
處、公傳處等各處室資源，以及醫
療、教育、人文等志業體，跨國際

攝影／吳明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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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多個論述平臺。連同自2010年
起，每隔兩年辦理一次的慈濟論
壇，更拓展慈濟在國際學術領域的
論述空間。
慈濟學術領域，以「靜思法

脈、慈濟宗門」為研究主體與標的
物，視其為一艘大船，「慈濟論
壇」即為船身，承載慈濟論述與國
際認證資糧；「印證佛學講座」為
船首，引領當代佛教之研究；「慈
濟研究系列講座」為船上集貨，匯
集全球學者研究慈濟成果，並透過
「全球共善學思會」，跨界交流當
今世界重要議題，讓慈濟能關注到
各領域的重要思想，並向全球提出
慈濟觀點。預計2022年度推出「旗艦
型整合研究計畫」，將做為引領慈
濟研究方向之船舵，以確保方向不
偏移。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興起，改

變人類生活形態；邁入二十世紀，
科學研究一日千里，傳媒技術的普
及，主導大眾文化的形成，與過往
傳統價值觀截然不同。來到二十一
世紀，網際網路發達、新型社交模
式衝擊整個社會，民主革命運動、
恐怖攻擊不曾稍歇，加上全球金融
海嘯、氣候變遷加速、貧富懸殊加
劇，乃至新冠疫情肆虐，對慈濟永
續發展都是一大挑戰。
執行長辦公室成立以來，不斷

摸索永續發展方針，並將「慈濟論
述，國際認證」制定為2021年度總
目標之一。執行長顏博文認為慈悲
科技、環保回收、長照服務等，值
得與世界分享，而如何推廣便要靠
「慈濟論述，國際認證」，廣邀學
界、業界等來剖析慈濟，將慈濟好
的模式推廣出去。

攝影／林如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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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配合慈濟基金會響
應政府推動的長照政策，以培

養「安全照顧、伴老如親」的高齡者
健康照護基層服務人員為目標，開辦
二年制日間部長期照護科菲律賓籍專
班。採公費全額助學制度，畢業後由
慈濟基金會分發至志業體長期照顧機
構服務六年。
招生團隊於2019年7月前往菲律

賓舉辦招生面試，首站即在2013年海
燕風災，慈濟援建的奧莫克大愛村，
招募弱勢青年學習照顧服務的專長，
減輕家庭負擔，並創造自己未來的人
生。首屆學生分別來自馬尼拉一位、
奧莫克十位、保和島七位，同年9月

抵達臺灣。初來臺灣的學生，因陌生
的環境、生活習慣以及語言溝通問
題，使得情緒較不穩定，學校與慈誠
懿德會志工一同關懷與輔導，讓他們
能安定身心。
學生以二年時間，修習八十學

分的相關課程，並加強華語能力，及
臺語的日常用語。在專業能力提升之
餘，學校也安排人文課程、志工服
務。其後在慈濟同心圓日間照顧中
心、慈濟科技大學的失智社區服務據
點瑞智憶學苑，門諾醫院壽豐護理之
家等單位，完成六百四十小時的實習
時數，熟悉工作場域，參與照護失
智、失能高齡者實務。學生們的優秀

教育慈善齊心培植
菲籍學生投入長照

圖片／慈濟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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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屢屢獲得實習單位的讚賞。
大部分菲律賓籍學生當初入學

理由多是「想幫助家人」，所以每
月三至五千元的零用金，學生捨不
得花在自己身上，大半都省下來，
主動分擔家計，讓長期照護科主任
湯麗君既感動又心疼。如學生鄧文
恩表示，接受慈濟補助來臺灣讀
書，是我唯一能繼續求學、改善家
庭貧困的辦法。當時一心只想幫助
家人，卻從多次志工服務中，學會
付出與感恩，也找到長照的意義和
價值，更確定「我要成為一個專業
的長期照護人員！」的志向。首屆
學生於2021年6月畢業後，先返回菲
律賓準備回聘資料，之後將再度來
臺受聘，投入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慈濟科技大學於1996年經教育

部核准，設置五專部護理科原住
民專班，提供公費獎助，首屆招收

五十人，2011年擴招每年一百名學
生，更於2019年起招收新住民子女
專班。自創校以來，慈善與教育志
業不斷挹注資源，積極培育護理人
才，扶助弱勢家庭學子，讓其有翻
轉人生的機會。又如原住民專班畢
業的學生，於各地慈濟醫院投入護
理工作發揮良能，更多人主動前往
原鄉服務，向族人宣導衛生教育與
防疫觀念，持續善的循環。

圖片／慈濟科技大學提供

圖片／慈濟科技大學提供



64

55

慈濟大學致力於數位課程開
發，2015年成立天空學院，

以線上開放式課程教學的磨課師
（MOOCs）形式，規劃逾三十門
課程，陸續於海內外多個數位學
習平臺上架，突破教育的地域及時
空限制，將教育志業推展至雲端
學習。除提供大學生、高三學生預
修課程，以及在職人員專業知能成
長外，更以「共學共享」的理念，
推廣予慈濟志工、社會大眾終身學
習。截至2021年9月，超過六萬人次
參與課程。

天空學院開設包含師資培育、

專業課程、通識課程、慈濟人文、國
際化等課程，提供學員專業知識學
習，與博雅通識的薰習。例如「星球
健康，永續未來」系列課程，結合綠
色生活、水與水資源、能源永續、自
然保育與社區經濟等四門課程，讓學
員可以從多元面向，了解及參與永續
生活方式，也呼應慈濟大學所重視的
綠色大學理念。

大學教育除了培育專業領域人
才，更重要的是培養利他的服務精
神，在「利他共響；服務心人文」系
列課程中，提供志願服務工作完整的
知識養成，更與慈濟志工體系結合，

天空學院數位學習　
接受教育翻轉人生

攝影／李家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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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慈濟大學提供

讓學員可從志工服務中實踐「利
他」精神。另一方面提供慈濟志工
精進知識與專業知能，將志工服務
經驗與理論相互印證，讓慈濟大學
成為全球慈濟志工繼續進修的「志
工大學」。

翻轉人生從接受教育開始，慈
濟大學與土耳其滿納海國際學校合
作，推動「華語學伴計畫」，讓滿
納海國際學校學生在天空學院修習

華語課程，由慈大學生擔任學伴陪
同複習，增加彼此國際觀，提升世
界公民意識。

透過無遠弗屆的網路，將知識
力量擴展到世界各地，讓資源匱乏
的地區，居民可以透過天空學院進
行線上學習，同時也傳輸衛生保健
等觀念，闡揚奉獻利他的精神，賦
予數位學習創新的形式及意義。

圖片／慈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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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慈濟醫院在慈濟志工的殷
殷期盼中，於2021年10月1

日正式啟業，由慈濟印尼分會執
行長劉素美，切下印尼節慶特有
的通平飯（Nasi Tumpeng），將飯
錐傳遞給印尼慈濟醫院籌委會總
召集人黃金城，表達感恩，也象
徵醫院正式營運。首任院長古納萬
（Dr. Gunawan Susanto）表示，醫
院除提供門診與住院等醫療服務
外，更以骨髓移植、安寧療護、
神經外科治療、癌症治療、婦幼
保健，為醫院的特色醫療。

時間回推至今年6月，印尼遭
逢新冠肺炎襲擊，確診數不斷攀
升，為紓緩醫療量能緊繃情形，印
尼慈濟醫院先於6月2日起為民眾提
供新冠肺炎核酸檢測（TR-PCR）、
抗原、抗體檢測等服務。14日在志
工的祈福聲中，展開試營運，啟用
醫院後方停車場九樓的新冠肺炎
防疫中心，配有隔離區、專用手術
室、醫學檢查設備，設有五十六張
病床收治確診患者，全力投入搶救
生命。首位患者，是由印尼慈濟大
愛醫院轉介而來的確診產婦，由醫

印尼慈濟醫院啟業　
聚集愛心守護生命

攝影／廖嘉南

攝影／Anand Yah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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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駱淑麗

療團隊評估後，進行剖腹產手術，
順利產下一對雙胞胎，經醫護人員
悉心照護後平安出院。試營運期
間，共收治九百二十六位急診病
人、一百六十位住院病人，以及接
生十六位嬰兒。

回顧建院歷程，起源於印尼
醫療設施不足，重病民眾只能選擇
到國外就醫。同時，仍有許多貧困
人民無法獲得醫療服務。因此，慈
濟印尼分會計劃於雅加達的志業園
區，籌建慈濟醫院。2013年2月，
慈濟印尼分會執行長劉素美、副執
行長郭再源與黃榮年，及神經外科
醫師黃金城、古納萬（Dr. Gunawan 

Susanto）醫師等人，向證嚴上人報
告籌建醫院計畫，獲得上人慈允與
期勉，即展開籌建行動。

籌建期間，慈濟印尼分會團

隊多次來臺灣，參訪花蓮、臺北、
臺中、大林慈濟醫院，觀摩空間設
計、軟硬體設備，以及安寧療護、
骨髓移植等醫療項目。2015年5月31

日，在靜思精舍師父、慈濟醫療志
業執行長林俊龍，以及來自六個國
家的慈濟志工、當地各界人士，共
逾二千人見證下，舉行動土典禮。
另一方面，慈濟志工持續發起義賣
與勸募活動，將眾人的愛心化為印
尼慈濟醫院的一磚一瓦。

印尼慈濟醫院除配置先進的硬
體設備，優良的醫療服務外，更重
視醫療人文。2017年起，陸續安排
醫護人員及志工到臺灣學習，培養
視病如親、真誠有愛對待病患的團
隊。醫院啟業後，以「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守護愛」的精神造福印
尼民眾。

攝影／Anand Yah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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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河南省於 7月中旬
持續降下大雨，導致多處遭受水
患，尤以鄭州市最為嚴重。慈濟
志工得知鄭州市兒童福利院受水
患影響，於7月21日捐贈衛生及消
毒用品予兒童福利院，更前往消
防救援點關懷救災人員，致送飲
用水、口罩、防護服。同時，慈
濟基金會援助的救援物資，包含
食品、發電機等，陸續自浙江省
杭州及江蘇省蘇州、昆山運抵鄭
州市，由志工送往需要的地方。

隨雲雨帶北移，河南省境內

的衛河水位持續上升，沿岸的新
鄉市、鶴壁市等地，因河水氾濫
受災範圍擴大。此時的鄭州市豪
雨漸歇、積水漸退，慈濟志工分
工合作，一方面協助社區清除淤
泥及消毒作業，以及打包救災物
資；另一方面，陸續前往新鄭
市、衛輝市、焦作市等地勘災，
關懷安置點避難鄉親，以及發放
生活用品安頓身心。志工也備妥
生活包，慰問救災工作人員，另
捐贈消毒設備予消防救援站，協
助救災及防疫工作。

洪澇疫情同襲河南
志工合心為愛起行

攝影／薄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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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河南省暴雨引發的洪
澇，受災範圍較廣，慈濟志工攜
手當地志願者團體合作共善，例
如慈濟志工與鄭州計程車協會志
願者合作，由計程車協助載運折
疊床、防潮墊及生活用品，前往
焦作市郜屯村，為受災鄉親送上
物資。

正當志工忙碌於勘災等援
助工作時，新冠肺炎疫情升溫，
志工旋即協助防疫工作， 8月 1

日起做好個人防護措施，陸續關
懷鄭州市內的醫院及社區核酸檢
測站，致送折疊床與生活包，為
前線防疫工作及醫護人員加油打
氣。慈濟志工也準備素食餐盒，
送往許昌市的社區防疫監測站，
另備妥保健茶飲，贈予開封市的
各社區防疫點，關懷防疫人員與
志願者。

8月下旬疫情緩和，大水也逐
漸退去，慈濟志工的腳步從急難
救助轉為幫扶階段，9月上旬前往
衛輝市城郊鄉發放化肥，幫助農
民復耕。另於衛輝市城郊鄉、頓
坊店鄉、上樂村鎮等地，舉行助
學金捐贈儀式，共幫助三百七十
位弱勢家庭大學生，減輕家庭負
擔。

為讓鄉親能快速重建家園，
9月中旬在新密市、衛輝市進行
秋令關懷行動，致送生活物資，
幫助近三千九百戶度過難關。慈
濟志工從水患發生開始，至12月
中旬在新密市舉行的寒冬送暖活
動，在此期間不斷地在河南各地
陪伴關懷，期望能為鄉親點燃生
活的希望，祝福家園早日回歸正
常。

攝影／邊靜 攝影／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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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島國海地， 8月 1 4

日 在 距 離 首 都 太 子 港 約
一百二十公里處的西南區，發生
芮氏規模 7 . 2強震，造成逾二千
人死亡，六十五萬受災民眾亟需
援助的災情。海地的基礎建設、
民生經濟原就貧弱，此次震災係
該國繼2010年遭遇強烈地震後，
又一難以承受的重擊，當年，國
土、家園遇襲的累累傷痕尚在修
復，使得原即踉蹌的重建步履愈
行艱困。餘震未息，颶風葛瑞斯
（Grace）接踵而至，再添災情，當
局因而公開向國際求救。

各國政府、慈善組織紛紛伸
援。任職海外工程公司（OECC）海

地分公司的慈濟志工張永忠，災後立
即捐贈環保毛毯予海地民防局，供
災民安身之用；本土志工如濟神父
（Father Zucchi Olibrice）也先行調撥
教會學校的庫存米糧，以支援救災。
而慈濟基金會則與臺灣紅十字會、外
交部合作，募集賑災物資，空運至海
地馳援。

慈濟花蓮本會考量當地志工缺
乏大型災難救援經驗，遂責成美國總
會就近協助；9月，「2021慈濟海地
地震賑災關懷團」一行四人抵達太子
港，展開為期十六天陪伴暨培訓本土
志工應對災害的行程。然海地政局飄
搖，總統摩依士（Jovenel Moise）7月
初才遇刺身亡，社會治安也因黑幫猖

海地強震援助不易　
排除萬難親送物資

攝影／海地慈濟志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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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紊亂不已，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仍
熾，防疫堪憂，讓賑災關懷團的援助
行動如履薄冰。

慈濟志工與負責賑災物資採購
的供應商（Gigi Depot），總要擔負
被勒索劫掠的風險，穿越有黑道幫派
盤據的要道以抵災區。賑災關懷團與
慈幼修女會（Soeur Salésienne de Don 

Bosco）在萊凱市（Les Cayes）合作
的第一場發放，就因幫派封鎖交通，
物資運抵不及，陷入可能延遲舉行的
困境；所幸供應商協助聯繫當地廠
商，緊急就地採買，才讓一千戶家庭
如期領取大米，及內含豆子、食用
油、通心粉等的糧食袋，外加能淨化
約一百加侖用水，在海地難得一見的
淨水藥劑。

緊接著，賑災關懷團陸續與明
愛會（Caritas Ayiti Haiti）、慈幼會
（Don Bosco）攜手，將終於運至萊
凱市的物資順利分贈二千二百戶災
民。但原定的第四場發放，突然生變

的航班卻讓人措手不及；由於賑災關
懷團自太子港要飛往萊凱市的班機臨
時取消，團員只好隨機應變，請託駐
點當地的臺灣技術團及海地農會組
織，代為發送物資給一千戶受災民
眾，總算圓滿了此行的四場賑災任
務。

賑災關懷團在海地期間，也另
舉辦兩場培訓課，帶動本土志工熟悉
慈濟慈善濟助精神與訪視流程，並指
導香積飯烹煮技巧，以因應熱食供應
服務；團員返美後又運用視訊連線，
完成首次與海地的雲端培訓精進。本
土志工救災量能的累積，成功地肩負
起10月在博蒙特市（Beaumont）的發
放活動，並安撫了現場因等待過久，
差點因躁動而失序的災民。雖然海地
治安的劣化，讓賑災關懷團無緣再次
啟程，然本土志工的行動力，讓海地
災區未來的重建之路，在層層陰霾中
綻出希望之光。

攝影／凱辛雅 攝影／凱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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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王萬康

四級颶風艾達（Ida）於8月29

日自美國南部路易斯安那州
登陸，之後迅速削弱為熱帶風暴，
然殘餘威力持續往美國東北強襲，
行經之處暴雨滂沱，並引發數起龍
捲風，致災損嚴重，至少六十人死
亡，數以萬計民眾無家可歸。各地
慈濟志工旋即動員救災。

位於南方的慈濟德州分會首先
與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合
作，關懷從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市
（New Orleans）撤離至休士頓避難
的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臺
灣留學生，提供他們現值卡及內含
日常用品的緊急生活包；另支援當

地紅十字會環保毛毯、醫療口罩等
以因應救災。

華府慈濟志工也前往關懷被龍
捲風、水患侵襲的馬里蘭州；與災
民、市府、紅十字會等組織互動，
了解災害情形與救災現況，隨後陸
續於安納波利斯（Annapolis）、洛
克維爾（Rockville），為受災家庭送
上現值卡及毛毯等物資。

而同樣遭受水災之苦的紐約
州，則是始料未及地創下歷史性的
豪雨；罕見的強降雨，使得紐約市
排水系統不堪負荷，在街區釀成大
範圍積水，地鐵站、社區房宅遭大
水灌入，並發生數起地下室住客受

艾達颶風重創美東
志工動員災區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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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王萬康 攝影／李仁傑

圖片／慈濟花蓮本會提供

困，逃生不及而滅頂的悲劇。
幾位法親家人也淪為受災戶，

慈濟紐約分會志工在水退後接力協
助清淤，另前往訪視住在地下室的
照顧戶，並致送二手床墊、置物櫃
等急需的生活品項。因重災的皇后
區地下室租客，多為無證移民或低
收入家庭，不易獲得市府補助及保
險理賠，故慈濟志工將之列為優先
救助對象，在紐約會所先後舉辦三
場發放。

慈濟新澤西分會在其他據點全
面展開濟助行動的同時，也同步進
行勘災作業，不僅與慈善團體博根
之家（Bergen Family Center）合作，
在恩格爾伍德市（Englewood）幫助
急需援助的貧困家庭和西語裔移
民，也參與紅十字會、桑莫塞郡政
府在邦德溪市（Bound Brook）舉辦
的發放活動；更分梯次前往伊莉莎

白市（Elizabeth）受災者安置旅館，
為災戶分送民生用品。

慈濟志工的關懷行動自8月底
延續至10月；當德州分會獲悉路易
斯安那州一處越南裔漁民社區，受
新冠肺炎疫情和風災夾擊，生計艱
困的訊息後，立即與路州西岸越南
長者協會（The Vietnamese Seniors of 

Westbank LA）聯繫，詢問需求。
志工積極尋找適合越裔長者

飲食習慣的香米，然糧食供應鏈
受疫情衝擊，香米購得不易，幾
經接洽，終於尋獲可以提供所需數
量的米商，順利完成發放。艾達風
災雖過，但災區生活的復原可能長
達數月，志工仍會持續陪伴災民度
過失去家園、財物及親人的悲痛與
無奈，並在奉上物資之餘，予以心
靈撫慰，竭盡所能地為他們撥雲見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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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鹽埕區城中城大樓於10

月 1 4日凌晨發生火災，釀
成四十六人死亡的悲劇。該大樓
竣工於1980年，為地下兩層、地上
十二層的住商混合大樓，曾燈火輝
煌、風光一時，但隨社會變遷、商圈
轉移，繁華不再、淪為半廢棄狀態，
加上年久失修，處處殘破不堪，僅獨
居老人、弱勢族群居住在此。慈濟基
金會早年在此有二十九個關懷個案，
隨案主往生或經濟好轉而全數結案。

火警發生後，居住在大樓對面
的訪視志工張建崑聞訊出來查看，見
大批消防車趕到救火，即通報慈濟動
員，並到便利商店購買礦泉水等物
資，準備支援警消人員。慈濟高雄分

會獲訊，啟動防災協調關懷機制，慈
濟志工潘機利擔任召集人，動員志工
組隊偕同慈發處社工趕赴關心。

大樓火勢猛烈，消防局出動
一百三十九輛消防車、救護車，動員
三百七十多名消防隊員滅火、冒險進
入火場搜救。看到救難人員累癱在
地，志工商借鄰近停車場成立救災服
務中心，提供餐飲與休憩場所，也應
消防局需求提供七十個屍袋；並陪伴
心焦如焚的家屬，安撫其情緒。

往生者遺體陸續被尋獲，另一
組志工立即進駐殯儀館，接力陪伴家
屬，並在佛光山、法鼓山師父引領下
為亡者助念；同時應社會局請求出席
16日招魂法會，陪伴在三十多位家屬

城中城大火釀悲慟
志工相伴用愛止痛

攝影／潘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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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旁。此外，志工與社工也分頭前往
醫院關懷傷者、及安置旅館的災民，
並於21、22日在區公所、21至24日在
大樓現場設置服務站，協助社會局處
理災民問題，同時發放急難慰問金。

慈濟有感災難之大，鄰里人心
不安，遂自24日起展開逐戶愛灑，
自大樓所在的府北里擴及壽星里、
中原里與瀨南里，志工帶著安心祝
福禮慰問民眾，並邀請他們參加26

日在高雄巿音樂館廣場，為受災鄉
親舉辦的愛灑平安祈福會，一同為
亡者祈福靈安，也祝福受難者及家
屬早日走出陰霾。

慈濟截至10月29日提供四十三
份慰問金、八百三十份祝福禮、
一千三百五十八份餐點飲食，動員
志工九百九十五人次。考量社會資

源充裕，高雄巿社會局善款專戶也
將全數用於災民重建生活，遂在證
嚴上人指示下，後續行動以落實社
區關懷為主，尤其災民需要的是陪
伴與關懷，因此扣除婉拒者、獨居
往生者外，至11月11日共有十一戶開
案，列為居家關懷對象，這也包括
原先結案的家庭。

先前已結案的關懷戶戴家兄妹
孝順懂事，慈濟自1996年起陪伴這
個家庭，多次予以急難生活、助學
補助，兄妹倆也曾獲得新芽獎助學
金，畢業後各有穩定工作，未料大
火奪走雙親，看著兩人長大的訪視
志工張慧蘭非常不捨，從火災現場
找人到殯儀館全程相伴，做他們的
依靠，重新開案後也將持續關懷，
陪伴他們走出傷痛。

攝影／莊雅雯 攝影／張建崑

攝影／周幸弘攝影／張建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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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慈濟人醫會成立二十五周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2021年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於10

月18日在花蓮靜思精舍主堂舉辦開
幕式，以「防疫有情．醫療之愛」
為主題，透過網路會議連線軟體及
直播等平臺，全球人醫在雲端上相
會，聆聽人醫夥伴及慈濟各志業體
在嚴峻疫情中，以堅定心念，守護
苦難人的健康與平安。人醫會成員
除了治療病患，也提供其他醫療院
所相關防疫及防護物資，傳遞關懷
與愛心。

疫情衝擊之下，各國難民的
處境也更加艱難。馬來西亞的慈濟
義診中心，在嚴謹的防疫措施中持
續為難民看診，並提供新冠肺炎篩
檢，及疫苗接種服務，更請慈濟志
工協助錄製物理治療影片，並配上
中、英文兩種語言，讓難民可以在
家進行復健運動。

慈濟泰國分會與慈濟義診中
心，為了避免居家隔離的患者病情
惡化，啟動「慈濟愛心藥包」服
務，以郵寄、快遞等方式運送，並
透過遠端視訊關懷和問診，讓確診

全球人醫匯聚愛心
施醫施藥扶助弱勢

圖片／慈濟菲律賓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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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能夠安心療養。
菲律賓慈濟眼科中心配合政府

新冠肺炎防疫措施，自2020年3月
起暫停看診，人醫會成員把握付出
的機會，自本年4月起參與政府舉辦
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畫，在大型
體育館及疫苗施打站，為民眾接種
疫苗，直至7月慈濟眼科中心恢復營
運，仍是不斷承擔疫苗接種服務，
為提升群體防護力盡一分力。

位於中美洲的宏都拉斯在疫情
爆發之後，因醫療設備及防疫用品缺
乏，導致病患無法得到妥善治療。當
地人醫會成員承擔重任，持續地救助
病人，並提供醫療設備、快篩試劑與
藥品援助，減緩患者精神和身體痛
苦，也讓人醫之愛持續傳播。

攝影／賈雄鷹攝影／賈雄鷹

攝影／駱淑麗

攝影／蘇品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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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氣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第 二 十 六 屆 締 約 方 大 會

（UNFCCC COP 26），原訂2020年
舉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延
至2021年10月31日至11月12日在英
國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大會召開
前夕，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
委員會（IPCC）公布一份「紅色警
戒」的氣候變遷報告，直指全球升
溫攝氏1.5度恐提前十年發生，各地
氣候災難頻傳且加劇，威脅數百萬
人生命。

為守住1.5度的底限，COP26成
為「關乎人類存亡」的關鍵會議。

期間締約國提出溫室氣體排放減
量目標，超過百位國家領導人簽
署「格拉斯哥森林與土地利用領袖
宣言」，承諾終結並逆轉森林濫
伐，其次九十國簽訂「全球甲烷承
諾」，承諾減少其排放量。

慈濟基金會於2010年取得「聯
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非政府組
織」的特殊諮詢地位，2013年美國
總會更進一步成為「聯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觀察員，
自此年年組團出席，了解全球氣候
變遷影響、策略方向，並宣傳慈濟
環保精神理念及實踐歷程；此屆大

慈濟出席氣候峰會
多元倡議守住底限

圖片／美國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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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慈濟同樣未缺席。
長達十二天的大會，慈濟主辦

多場記者發表會、國際青年論壇與
周邊論壇，分享與聯合國農糧署、
青年氣候行動聯盟，及世界糧食組
織、純素發展組織、梵蒂岡及跨宗
教代表、全球氣候分析家等合作經
歷，發表對應氣候變遷、環保實
踐、素食生活健康改變、討論應對
措施，亦與聯合國農糧署、世界糧
食組織商談全球饑荒國家援助方向
與可行性。

甲烷是此屆大會聚焦的議題重
點，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MO）
統計，全球甲烷氣體近四成源自濕
地、水域等自然排放，其餘來自大
規模農畜牧業、化石燃料業及廢棄
物產業的人為排放，且近二十年
來對全球暖化的影響是二氧化碳的
八十多倍；欲減排放量，須從人為
排放進行改善。

慈濟主辦的記者會中，以「飲
食變遷而非氣候變遷」、「創新植物
性飲食」、「非洲糧食困境」三大主
題，倡導飲食習慣改善的必要性，及
蔬食健康、減碳護生的觀念。大會也
透過餐食選項、在地食材、減少包裝

等，呼應淨零碳排的做法；聯合國農
糧署與多方單位更是積極推廣「永續
飲食」，滿足全球人口營養需求，也
解決大規模農畜牧業造成的問題。

慈濟此行任務也導入創新做法，
讓大會第一手資訊以更快速、且活潑
易懂的方式，傳遞給所有人。如氣象
學家彭啟明與大愛電視臺主持人黃添
明進行雙向直播，帶大家直擊現場
動向；職工凃君曄、楊宇湘在任務
空檔化身為網紅，推出多支「慈濟
AT@COP」影片，從出家門到核酸檢
測、會場實況，乃至周遭環境、飲食
等全數入鏡，宛如兩人日記，有別於
過往的新聞稿、大愛新聞，讓觀眾更
增添實境感。

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攝影／楊宇湘 攝影／楊宇湘 攝影／范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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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中部9月初發生連日強降
雨，莫雷洛斯州（Morelos）

特拉雅卡潘市（Tlayacapan）及伊達
爾戈州（Hidalgo）圖拉市（Tula）、
伊茲米奇潘（Ixmiquilpan）等城
鎮，因河川決堤，釀成嚴重洪患
及土石流，致建物毀損，逾千戶
受災。墨國本土慈濟志工組成勘
災小組，4日起陸續前往重災區關懷
慰問，亦將募集而來的毛毯、二手衣
等救災物資，捐贈特拉雅卡潘市等政
府統籌分送。

志工於慰訪過程中，不忍災民
不僅要走出遇難的心靈創傷，還要面
對家當損失、家成危樓的困境，故雖

然墨國境內志工人數單薄，仍決意擔
起災區訪視、複查及造冊的重責，期
能趕在歲末年終前，為急待援助的受
災家庭進行大型發放。

9至11月間，志工不斷走訪勘查
災情，除深入社區與災民互動外，也
積極邀請區代表、明愛會修女等各方
人士投入賑災，並彙整受助名冊；期
間更拜會伊達爾戈州政府社會發展單
位副主任肯妮亞女士（Kenia），並
在其鼎力支持下，幫忙串聯政府人
員，協助各項勘災暨發放項目。

而慈濟基金會臺灣本會在獲悉
水患訊息後，即與當地志工保持聯
繫，掌握災情訊息。由於此次是本土

墨國水患災黎受苦
跨國馳援圓滿賑濟

圖片／墨西哥強降雨水患賑災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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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首次發心籌劃的大型賑災發放行
動，在證嚴上人的慈允下，由本會宗
教處職工王姵文，及西班牙志工高薇
莉、美國志工葛舉賢三人組成「墨西
哥強降雨水患賑災團」，以陪伴關懷
的角色，前往支援本土志工成就賑災
事宜。

賑災團於12月6日起陸續抵達墨
西哥，幫忙確認發放人力、流程及物
資等細節。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未
緩，即使團員已施打兩劑疫苗、通過
核酸檢測（PCR），仍時刻提醒所有
賑災人員做好防疫，以保護災民及個
人健康。11、18、19日，慈濟志工在
特拉雅卡潘市、圖拉市及伊茲米奇潘
共完成三場發放，提供物資卡、環保
毛毯等用品，約幫助一千三百戶。

此次賑災是慈濟基金會繼2017

年援救墨西哥強烈地震後，又一大型
發放活動。當年受志工無私付出精神

感動，發願投入慈濟志業的本土志
工，四年多來持續精進，此次也自墨
西哥城、荷呼特拉（Jojutla）等地奔
赴水患災區援助，在訪視中以至誠關
懷之心得到鄉親信任，也帶動他們參
與發放。墨國慈濟志工就地發揮愛的
能量、漸次茁壯的承擔能力有目共
睹，期待該國菩提種子能「一」生無
量，啟發更多人加入慈濟大家庭。

圖片／墨西哥慈濟志工提供

圖片／墨西哥強降雨水患賑災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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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的雨季約在每年10月至
隔年3月，經常因雨量過大引

發水災，特別是馬來半島的東海岸
地區。2021年12月，在東北季風、熱
帶低氣壓相互作用下，馬來西亞自
17日起連日暴雨，單日雨量甚至一
度超過12月的平均降雨，包含雪蘭
莪、森美蘭、彭亨、霹靂、馬六甲
等，至少八個州氾濫成災，造成六
萬多人無家可歸，逾五十人死亡。

此次罕見地以位在西部巴生谷
地區的首都吉隆坡與雪蘭莪州，災情
最嚴重，突如其來的洪水，令許多人
來不及撤離至收容中心，只能受困家
中待援。慈濟雪隆分會、巴生支會於

18日展開援助行動，前往災區與收容
中心發放熱食、毛毯及衣物等物資，
並協助災民清理住家，關懷區域包含
巴生、烏魯冷岳（Hulu Langat）、蕉
賴、莎阿南（Shah Alam）、龍溪，
以及吉隆坡市中心等地。

吉隆坡及雪蘭莪州為全馬人口
最密集的地區，相對受災人數也最
多。22日大水退去後，厚重的淤泥覆
蓋災區道路、住家，清出的泡水家具
與毀壞物品，堆滿巷道，環境衛生堪
虞。由於居民人力單薄，整頓進度緩
慢，慈濟擇定雪蘭莪州八打靈縣的莎
阿南太子園（Taman Sri Muda），與
烏魯冷岳縣的斯里南丁花園（Taman 

馬國西岸雨災肆虐
全馬志工齊力伸援

攝影／覃平福 攝影／何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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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 Nanding），進行大規模清掃，於
24至26日與軍方、政府單位合作，並
號召會眾投入災區。北馬檳城，及南
馬的馬六甲、新山等地慈濟志工亦跨
州馳援。三天動員超過六千六百人
次，除了清理學校等公共設施之外，
也幫忙災民將家裡泡水的傢俱搬運到
戶外，並清洗房屋內部，讓他們能盡
快恢復家園。

此外，慈濟人醫會成員也在莎阿
南太子園駐點，為災民與救災人員義
診，同時走入災區，挨家挨戶關懷災
民的健康狀況，為有醫療需求者提供
及時的服務。

此次水患，東部的彭亨州也是
重災區之一，全境十一縣有八縣受
災，尤其低窪地區幾乎逢雨必淹，受
災面積比2014年時更為遼闊。慈濟志
工在關丹、勞勿、淡馬魯、文德甲等
多處災區，協助居民清掃，並發放熱

食。另外，森美蘭州日叻務縣也遭洪
水侵襲，山區的甘榜真納（Kampung 

Chennah），災後一週整個村落依然
泥濘難行。慈濟馬六甲分會、芙蓉聯
絡處及淡邊聯絡處志工，於12月25日
出動近一百五十人，幫忙打掃環境。

洪水來襲，災區居民損失慘
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平息，使
生活更加艱難。為紓解災民燃眉之
急，慈濟志工在災區清掃告一段落
後，於2022年1月1、2日動員逾二千
人次，再度走入災區訪視關懷，為後
續的祝福金發放進行造冊，11日起陸
續在吉隆坡、雪蘭莪及彭亨，舉辦逾
五十場發放活動，援助一萬多戶，提
供每戶馬幣一千元，以支應家庭急
需，期盼這分來自社會大眾的祝福，
能為他們增添勇氣，走出水災陰霾。

攝影／姚惠慧 攝影／覃平福



84

55

美國中西部洛磯山脈（Rocky）以
東至阿帕契山（Appalachian）

以西的廣闊平原地區，受地形、氣候
影響，龍捲風發生頻繁，且以每年春
夏季節為席捲的高峰期。然而，2021

年耶誕佳節將臨的12月中旬，竟罕見
地爆發至少五十起威力強勁的龍捲
風，自10日深夜起橫掃阿肯色、密蘇
里、肯塔基、伊利諾等八州，重創行
經之地，超過百人因此傷亡；其中，
尤以肯塔基的災情最為嚴峻。

因重災區多集中在慈濟芝加哥
分會關懷與服務的範圍，故分會在

災後第一時間即承擔起賑災重責；
轄屬的聖路易聯絡處志工，12日就
近前往密蘇里州勘災，了解援助需
求，並在17、18日陸續於迪菲安斯
（Defiance）、海地市（Hayti）舉辦
發放，為災民提供應急物資。

但災情慘烈的肯塔基州尚未有
慈濟據點，全美又正逢新冠肺炎變異
株（Omicron）的威脅，芝加哥分會
志工人力調度有限，美國總會遂連袂
轄下各分會啟動急難救助機制，支援
救災行動，並連線慈濟基金會臺灣本
會，向證嚴上人說明援助規劃。上人

龍捲風狂掃美八州　
迅速發放安度佳節

攝影／馬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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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囑救援應快速，同時要借力使力，
串聯當地政府、機構，及時付出，讓
受災家庭得到溫暖。

擔負賑災前進指揮工作的芝加
哥分會，不僅南下參與密蘇里州的發
放，同時挺進肯塔基州，為幾乎被龍
捲風摧毀的梅菲爾德市（Mayfield）
籌備賑災事宜；而正當芝加哥分會忙
得不可開交之際，全美各地慈濟分會
也一一動員將賑災物品盡速打包，寄
送至肯塔基州以供發放。

20至23日，來自密蘇里、伊利
諾、印第安納、威斯康辛州等地的
慈濟志工，分別花費三到九小時不
等的車程，紛紛趕赴梅菲爾德進行
三場發放，24日再轉往鮑靈格林市
（Bowling Green）完成最後一場，總
算趕在耶誕節前，先後圓滿六場捐
贈，約為四百五十戶受災家庭每戶送
上一千美元現值卡，還有環保毛毯、

圍巾、手套等禦寒衣物，及衛生清潔
用品等生活物資。

此次救災的發放名單係由慈濟
長期合作的紅十字會提供，並在極短
的時間內協助完成造冊；然從展開賑
災籌備到通知發放的時間僅短短約一
個星期，有些災民已投親靠友，加上
新一波疫情蔓延等因素，使得發放現
場接受援助的戶數比預期來得少；但
志工們迫切想讓受災鄉親安度佳節的
心意則絲毫不減。

考量此次龍捲風災區幅員遼
闊，慈濟美國總會也決定將歲末雲端
慈善音樂會所募得的款項，撥出部分
用於龍捲風急難賑災及中長期援助經
費使用，期能為災民在充滿傷痛的歲
末年節中，灌注一股重新再起的希望
與力量。

攝影／馬樂 攝影／馬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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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颱風雷伊（Rai）於2021年
12月16日侵襲菲律賓，橫掃中

部及南部，多省傳出淹水、土石流
等災情，至12月底已造成逾四百人
死亡，約四百萬人受影響，災損僅
次於2013年的海燕颱風。慈濟志工
鎖定嚴重受災的保和省（Bohol）、
宿務省（Cebu）、南萊特省（Southern 

Leyte）為援助重點，自18日起展開勘
災。重災區斷水斷電，到處是倒塌
的房舍，居民急需食物、飲用水、
衣物及棲身之處。慈濟志工所到的
城鎮紛紛提出糧食與飲水需求。

由於災區物資短缺，慈濟菲律
賓分會立即承擔起物資整補工作，
緊急調撥近四千條環保毛毯，並在
馬尼拉採購大批大米、鍍鋅片，同
時匯集企業與善心人士捐贈的淨水
器、藥品等物資，陸續運往保和、
宿務等地，同時也籌組團隊前往災

區，馳援當地志工。
雷伊颱風在登陸菲律賓前，強

度已達到巔峰，首當其衝的沿海城鎮
遭暴潮侵襲，受災尤重。宿務省的
拉布拉布市（Lapu-Lapu）及卡爾卡
爾鎮（Carcar），道路毀損，救災物
資僅能以水路運送，慈濟志工評估
後，決定提供現金援助，讓災民在當
地購買食物及建屋材料，於2022年1

月2至4日發放七千餘戶。5日起亦在
錫邦加鎮（Sibonga）、塔里薩伊市
（Talisay）等地，為約六千戶災民送
上大米，讓他們先獲得溫飽。

南萊特省靠海的小鎮利洛安
（Liloan），為颱風登陸地點之一，
當地房舍幾乎全遭摧毀，部分聯外
道路也坍方中斷，居民急需外界援
助。距離災區最近的慈濟獨魯萬聯絡
處，結合獨魯萬、奧莫克及帕洛三地
志工南下勘災，並透過當地政府取

強颱雷伊橫掃菲國 
三地發放解燃眉急

圖片／慈濟菲律賓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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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受災戶名單，於1月上旬發放毛毯
及救助金，計一千九百餘戶受益。
此外，志工於1月30日也為仙範鎮約
二百戶家庭，分送大米、毛毯、五
穀粉等物資。

保和省在此次風災中，除了保
和本島遭重創，周邊島嶼因仰賴本
島運輸物資，更是直接面臨斷糧危
機，政府在災後宣布進入緊急狀
態。保和島為菲律賓著名觀光景
點，居民大多以相關工作維生，但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當地觀光
陷入停擺，居民生計幾乎中斷。兩
年來，由於封鎖管制，馬尼拉志工
無法前往保和島，疫情期間的紓困
發放全由當地約三十位志工、職
工，與一百多位助學生就地承擔。
雷伊風災發生之後，他們也在第一
時間展開關懷行動。

因災區範圍廣大，馬尼拉慈濟
志工分別伸援宿務、保和省，獨魯萬
志工亦在1月下旬前往保和省支援。
來自各地的志工團隊會合後，兵分多
路在保和省各城鎮勘災，持續蒐集
受災資料，進行救災規劃。為爭取援
助時效，志工在當地助學生協助下，

完成訪視造冊，分別於1月上旬及
下旬，陸續在羅伯克鎮（Loboc）、
牙西亞總統鎮（President Carlos P. 

Garcia）、特立尼達鎮（Trinidad）、
烏拜鎮（Ubay）等地，發放大米或救
助金。

此次風災，慈濟針對各地受災
程度和居民最迫切的需要，給予不同
的援助，包括救急的大米、幫助重建
的救助金，以及修繕屋頂的鍍鋅片
等。其中救助金部份，依照每戶人口
數多寡，一至二人為菲幣一萬元、三
至四人為一萬五千元、五人以上則發
給兩萬元。截至1月底，慈濟在三地
共援助超過三萬九千戶，以保和省約
二萬四千戶為最多。

攝影／Jamaica Digo 圖片／慈濟菲律賓分會提供

攝影／Jamaica D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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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者：施忠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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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徐政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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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慈師父，法名悟雲，字德慈，號紹惟，證嚴上人座下大弟子，
2021年5月26日安詳圓寂於花蓮靜思精舍。在慈師父捨報止息前的

5月11日起，上人三度對其慈祥開示，叮嚀近一甲子的師徒緣是生生世
世，要依循生命的自然法則，放下千般情、萬般愛，並祝福乘願再來菩
薩道。

慈師父曾在花蓮慈濟醫院病榻上透過視訊，耐著不適，奮力向上人
表達，「生生世世跟隨師父，行菩薩道。」長日將盡之際，菩提心依舊
至誠，毫無動搖。上人感念，「是你一路守護精舍的家規、做好常住的
典範，才有今天的慈濟……在師父心目中，你還是最初時的紹惟啊！」
話語間，盡是濃濃的師徒情誼。

緬懷人品典範——
德慈師父

每逢慈濟周年期間，德慈師父總是引領靜思精舍常住眾、志工及會

眾虔誠朝山，步步守住威儀、做出典範，以凝聚眾人道心，傳承靜

思法脈。攝影／羅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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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時光，倒回半世紀前那個師徒
相遇的時刻。慈師父曾說：「我們
跟上人有約，好像收音機的頻率一
樣，頻率接上了，就碰到上人，很
有緣。」

五十七年前的1964年，慈師
父彼時自行落髮未久，然為了盡
孝，仍住在俗家，聽聞花蓮慈善院
（今稱「慈善寺」）有位年輕的師
父⸺證嚴上人，受邀駐錫講經，
內容精彩。渴望多聞佛法的他，慕
名前往聆聽；相遇之初，上人正端
坐讀經，慈師父望其形貌清癯莊
嚴，一股敬仰之情油然而起，後來
聽經聞法也總是法喜充滿，並因此
結識了尚未出家的德融（紹雯）、
德恩（紹恩）等師兄弟。

是年農曆4月初八，這天恰逢
佛誕日，上人在慈善院講經圓滿，
慈師父與同去聽經的女眾請求皈

依；上人賜予法號「紹惟」。「我不是看破紅塵，而是立志出家，要為眾生
付出。」這是慈師父初見上人時與其對答的肺腑之言，而他的發心向佛，緣
起於花蓮東淨寺……

1934年12月23日，俗名呂阿月的慈師父生於花蓮新城，由於家境清貧，
幼時便由親姑姑黃阿奶領養。十五歲那年由於久咳不癒，為求健康，聽從養
母囑咐到東淨寺參拜禮佛，一入大殿，看見供奉的三尊佛像莊嚴肅穆，瞬息
間深受震懾，「我整個人空掉，好震撼！」慈師父回憶當初的心緒如是道
來。伴隨著翻騰洶湧的無比歡喜，他在心底吶喊，「我要住在這裡！」自此
開啟學佛因緣，也暗暗萌生了「出家」的心念。

爾後年歲稍長，當養母說合婚姻時，他總推辭未從，並提及有離塵絕
俗，嚮往佛門生活的理想；奈何養母認為「女大當嫁」，不放棄地一再託人
物色對象，催逼婚事。直到他年近三十，自覺出家之事不能再蹉跎，遂而逃

證嚴上人座下大弟子德慈師父，恪遵

佛教戒律，以身作則帶領靜思精舍常

住樹立靜思家風，並協助上人創建慈

濟志業。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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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自行落髮；然親情的拉扯依舊持續，即使已現出家相，也獲得了家人的
成全，為圓滿孝道，還是短暫重返俗家照顧養母，待弟弟退伍、娶親後，再
潛心邁向修行之路。

從立志到出家，慈師父費了十五年的時間才解脫俗世的束縛，但期間從
未放棄道心，他曾說：「只要堅持，佛菩薩會幫助你出家成功！」

慈師父雖然終於覓得了可以依止的師父，但才皈依短短兩日，因為上人
要前往基隆海會寺結夏安居，師徒只好懷著不捨之情，暫時分離散居；直到
解夏後，慈師父才與上人重聚，並於農曆10月底共同借住普明寺；隨後德融
師父（紹雯）、德恩師父（紹恩）陸續跟隨入住，師徒四人就此展開刻苦的
修行之路。

慈師父提及當年的生活景況，「我們借住在普明寺，生活是獨立的，上
人要我們靠雙手打拼！」不受供養，是上人發心出家時立下的原則，期勉弟子
要自力「耕」生，奉行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師徒身無長
物，以種菜種豆種番薯等果腹，兼作糊水泥袋、縫製嬰兒鞋等手工維生。

1966年，上人為了濟貧，成立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隨著濟助個案戶數的
遞增，除了帶動了幾位善女子幫忙募款，因應發放支出外，僧團即使身負購買

德慈師父（右二）等常住二眾在靜思精舍大寮後方挑菜，於作務中修行，

堅守靜思家風「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精神。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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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靜思精舍建築經費等貸款壓力，也全意投入，努力積攢救助基金。
在上人專心慈善會務的同時，慈師父包辦所有對外事務⸺無糧之時，

出面借米、借油；騎著腳踏車，獨自承載百斤農作到市區販售；更帶領師兄
弟們不斷從事各式勞務，從1964年至1991年，做過包含織綿紗手套、高週波
嬰兒尿布代工、蠟燭，豆元粉、木製扇門雕刻等共二十一種手工。

慈師父的皈依弟子純賢師父，一路見證精舍的刻苦生活，他形容慈師
父：「這個人比較『敢』」。「敢」字意味著「勇敢承擔」；即便是「磨手
皮」地做，無論多辛苦、多困難，只要能改善精舍生活、能支持慈濟志業，
慈師父一定起頭嘗試。

「大師兄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大弟子代替上人持家，領著師兄弟
恪遵「你們是第一代，要徹底犧牲」的師訓，隨著上人步伐，支持開展四大
志業、八大法印，在老少協力、同甘共苦中，奠定起「克己、克勤、克儉、
克難」的「靜思家風」，也讓精舍自始至今為全球所有慈濟人的後盾。

德慈師父（中）帶領精舍常住自力更生，維持僧團生活之餘，也護持慈

濟志業，偕同慈濟志工前往照顧戶住處訪視關懷。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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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換星移，雖然常住的生計來源，如今改以靜思人文產品取代了往昔
的代工、手工，而慈師父成立於1987年的陶藝坊，依然座落在精舍一隅，如
常、虔誠地運作。

慈師父「拜師學藝」做陶，緣於陶藝家吳毓堂送給上人的一組對杯，懷
有美感鑑賞力的上人看了很是歡喜，於是邀請吳教授教導僧團習陶。「可以
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慈師父說。由於正值花蓮慈濟醫院啟業第二年，
建院費用支出龐大，常住生活也尚未穩定，持家、顧家的「大師兄」認真勤
習，欲使陶藝生產成為既能維持生活，又能護持慈善、醫療志業的來源之
一。

慈師父習陶未久，為了慶祝慈院一周年，在上人允諾下，和吳教授在
二十八天內合力灌漿、脫模、烘乾、整修，做出象徵醫療工作聞聲救苦的
三千件小型觀音頭像結緣品。因為製作時間緊迫，精神從早到晚極度緊繃，
但慈師父說：「現在回頭看，那二十八天是一段很美的日子。」

製陶經驗的累積，讓慈師父對陶藝已然愛不釋手，從沒想過年過五十，
雙手竟有機會學拉坯；年近七十，還有能力習畫、雕塑，他潛藏的藝術天分
因此機緣，迸發出豐富多元的創作能量。

德慈師父精勤不懈，但凡任何庶務總是做好、做實，就連其陶藝創作，

一雕一塑間，也深深注入靜思法脈的精神。攝影／陳友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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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所有的陶瓷、雕塑、繪畫作品，都深深蘊含勤儉固本、清淨無爭的

家風典範，以及啟發人心的佛法意涵。慈師父自認是素人，習藝之路是「半
路出家」，總是謙稱作品未達專業水準，然卻自有其堅定的創作信念，「我
們的作品或許不是很美，但是在上面刻出歷史典故，我覺得這是比較有意義
的地方。」

慈師父與藝術家黃仰明，曾協力完成慈濟故事「十二因緣」陶燈系列，
一幅幅、一幕幕，刻繪上人辭親割愛、出家修行，師徒自食其力、創立慈濟
的緣起、脈動；往事，在時間的縱軸裡歷歷重現，也彷彿藉由回眸，提醒著
後輩篳路藍縷、拓荒開道的不易。

其鏤刻《無量義經》經句的「無量心燈」，素淨雅致，懸掛於精舍大
殿主堂，陶燈透出的微光在暗夜裡凝定，彷彿寓意照破無明，開啟智慧。此
外，陶藝坊也製作撫慰地球，垂憫、接引眾生的「宇宙大覺者」佛像。慈師
父帶領著製陶團隊，不斷設計研發美感與實用兼具的器皿，傳達出人間世界
的真，與善與美。

而他的繪畫創作，則有結廬在人境，但無車馬喧的躬耕樂道氛圍；2005

年，慈師父捐出四十三幅，義賣響應慈濟援助印度洋大海嘯受災居民，讓作
品也有助人之樂、與人為善的意義。2016年，慈師父將陶藝空間重新定名為
「陶慈坊」，使「陶瓷」的諧音含有「慈濟」、「慈悲」的意涵。

對陶慈坊的職、志工而言，他們不只是來做事的，而是歡喜親近慈師
父。「慈師父關心每個人的『心』，愛護每個人的『善念』，他一直照顧別
人，從不重視自己，就像大家的母親。」在陶慈坊工作十多年的蘇鈺珉，道
出心底的感念。陶慈坊仿若另一個知客室，客來一壺茶，笑談誠以待，是
一處廣納來眾的度眾所；尤其慈師父口述慈濟歷史的「講古」，更是親切生
動，人人愛聽。

而慈師父的史事紀錄不只在口述、雕繪中呈現，現存早年的慈濟歷史照
片也多出自其手；1973年，他用八厘米膠卷攝影機，拍攝慈濟首次在臺東海
山寺的義診，同年娜拉颱風釀災，他也記錄了慈濟史上的第一次大型賑災，
即使鏡頭晃動、模糊、無聲，卻是彌足珍貴。他保留了早期慈濟人下鄉濟貧
的身影，同時，也親力親為地用他的足跡，寫下了慈濟的故事。

慈濟五十多年來「為佛教，為眾生」的行願之路，步步有慈師父的慧
命印記；即使他近年頻頻示現病狀，仍不輕言休息，「佛心師志」，老而彌
堅。2021年初，慈師父住院休養期間，還再修飾生前最後遺作⸺那是一個
圓弧形，被人拉歪了、原欲報廢的陶壺。慈師父惜福回收，於凹皺處繪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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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景致，一間紅磚住屋緊挨著參天松樹，農夫擔柴牽牛，就路而歸，一旁題
有「回家」二字。作品深深透露出安住身心，不忘回歸心靈故鄉、清淨本性
的韻味。

慈師父僧臘五十七載，守志奉道，勤懇不懈，並時時刻刻為上人挑起濟
世助人的千斤萬擔，敬師愛師孝師之心，始終如一，身後更捐贈大體，奉獻
醫學教育，圓滿成為「無語良師」的心願。「要精進，要合和互協！」是他
臨終前留給師兄弟們最後的叮嚀勉勵。慈師父肉身雖滅，但奉行靜思家風、
慈悲如名的身形典範，定會持續、永遠地在曾經結下的法親緣、眾生緣心
中，凝影留聲。

【註】內容彙編自《一蓑風雨任平生⸺樹家風 立典範 守志不動的德慈師

父》、《慈濟》月刊656期「特別報導：守護奉行靜思家風⸺德慈師父」、《慈師

父講古》、《心靈的故鄉⸺靜思精舍巡禮》、《慈濟的故事⸺靜思》

 

德慈師父（中立者）親切和藹，吸引志工、會眾歡喜和其親近，閒聊家

常。慈濟活動中也經常見到他向眾人開示勉勵的身影，現場氣氛總是一

片熱烈。攝影／江展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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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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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人品典範——
慈濟護專首任校長 楊思標教授

楊思標，1920年6月4日出生於新竹市的小康家庭，新竹中學畢業後考上臺
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於此期間結識杜詩綿、胡鑫麟二位好友，三人

在校求學期間立下學醫志願，1939年進入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今臺灣大學
醫學院），延續三人的情誼。

在楊思標的學生時代，俗稱「肺癆」的肺結核病在臺灣盛行，患者有咳
嗽、咳血等症狀。當時雖然已推行結核病防治，由於尚無有效的治療藥物，
一旦患病，只能靠休息靜養、呼吸新鮮空氣，以及補充營養來增強抵抗力，
直至1944年美國發表抗結核藥物的「鏈黴素」，但藥品昂貴，未能普及，貧
窮家庭無法負擔治療費用，也無法得到適當的療養，只能任由身體衰敗，甚
至走向死亡。

而楊思標就在臺北帝國大學新生健康檢查中，被診斷出罹患肺結核，所
幸病情不嚴重，住院休養後即恢復健康，此次的患病經歷，促使楊思標決定
鑽研胸腔疾病。四年級時，肺結核再度困擾楊思標，住院一個月後痊癒，在
此期間，看到病痛的殘酷，深深體會到擔任醫生將會面對各種問題。1942年
他進入研究肺結核病為主題的醫學部第二內科擔任副手，師從日籍教授桂重
鴻，研究胸腔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經歷紮實的醫學教育後，於1945年擔任臺
北帝國大學內科助教。

二戰結束後，桂重鴻返國前夕留下「觀而斷」的勉語，期盼學生們繼續
種下醫學的種子。1950年楊思標獲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推薦，得到中華教育
文化基金會的贊助，前往美國丹佛猶太醫院學習胸腔科，並加入國際胸腔病
學會。返國後推動臺灣首度的跨院定期「聯合胸腔疾病討論會」，邀集臺北
市各大醫院胸腔科醫師定期討論醫療個案、交換心得。該討論會持續三十五
年後，也逐漸擴展至臺中、嘉義、臺南、高雄、臺東與花蓮舉行。

行醫過程中，楊思標詳細問診、視病如親，因曾求診的肺病患者中，有
三位皆來自基隆金瓜石，1953年便帶著學生赴金瓜石金銅礦山，為礦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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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行胸腔X光檢查，追蹤出臺灣最早因工作環境所導致的疾病──肺塵病，
進而對工安環境與疾病提出重大提醒。為了研究肺結核在臺灣的盛行率，他
前往偏鄉，甚至遠及蘭嶼、綠島等地進行病理調查，並參與臺灣省防癆協會
（今中華民國防癆協會），舉辦教育演講會，積極推動肺結核防治，為臺灣
流行疾病研究與防治的先驅。

1957年，楊思標診斷出第一個臺灣肺癌病例，此時的他已是胸腔內科的
優秀醫師。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1968年他前往澳洲參加「世界防癆聯盟西
太平洋區會議」，並於會議中進行的「胸部X光判讀比賽」獲得冠軍。楊思標
一直認為，即使醫療設備再進步，X光片的判讀技術仍是醫者的基礎功，必須
具備藉由一張胸部X光片，看到病患心肺、骨骼等情形後，就能有了解病因及
鑑別診斷的能力。再者，拍攝X光片的費用較電腦斷層掃描便宜得多，在醫療
資源不足的地方也可使用，能提高診治的方便性。楊思標對這項判讀技術，
積極且毫不保留地傳承予後進醫師，也因此獲得「臺灣胸腔X光判讀之父」的
雅稱。

為了讓臺灣的胸腔病防治研究與國際接軌，1959年楊思標號召成立「國
際胸腔病學會中華民國分會」（今臺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直至1969

1989年9月17日 慈 濟 護 專 創 校 開 學 典 禮 ， 首 任 校 長 楊 思 標 致 詞 。              

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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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政部核准立案後，擔任第一任理事長。楊思標有感於世界醫學朝向專業
發展之趨勢，更在1981年建立胸腔專科醫師制度，每年舉辦一次專科醫師甄
試審查，是最早實施全國性專科醫師制度的專科醫學會。

1978年，五十八歲的楊思標擔任臺大醫院院長，踏入醫界已三十六年，
從日治時代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的無薪副手走來，歷經戰後醫療資源貧
瘠、克難的時代，一路跋涉至今，挑戰未曾少過，接任院長後執行「中沙醫
療團合作計畫」、擴建臺大醫院及醫學院等重任，創設胸腔內科，充實醫學
的教學與診療工作，奠定其發展基礎，更於1983年擔任臺大醫學院院長。

楊思標與慈濟結緣於1978年，當時證嚴上人正為籌建佛教慈濟綜合醫
院（今花蓮慈濟醫院）尋求各方專業建議，透過國泰醫院副院長王欲明的
牽線，前往拜訪楊思標。楊思標認同上人在東部建院的理念，欣然承接無
給職的醫院籌備董事，並將臺大醫院興建時的設計圖、院區規劃等資料提
供予證嚴上人參考，另邀請臺大醫院副院長杜詩綿、工務組組長陳清地，
共同協助慈濟籌備建院事宜。公務之餘，每週六參與籌備會議。

花蓮慈濟醫院硬體建築竣工之際，1985年1月第一次公開登報招考醫師，
除了牙科有兩位醫師前來外，其他科別無人報考。在時任臺大醫院外科主任

慈濟護專懿德母姊會與首屆護專學生回靜思精舍尋根，楊思標校長（後

排左三）、德慈師父（後排左四）、懿德媽媽與學生們合影。攝影／黃

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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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陳楷模的協助下，陳英和應允前來，成為花蓮慈院首位骨科醫師，但各科之
主治醫師仍十分難尋。楊思標與杜詩綿認為，要克服羅致人才的困難，唯有
與臺大醫院建教合作，才能確保開業初期的醫師來源。幾經籌劃，1986年8月
1日，慈濟醫院與臺大醫院簽署為期三年的建教合作案，以輪調方式由臺大
醫院醫師支援看診；同月17日，慈濟醫院正式啟業，禮聘杜詩綿為院長，曾
文賓為副院長，楊思標則開設特別門診，及協助建立胸腔內科臨床與教學基
礎。

證嚴上人於花蓮慈濟醫院籌設初期，即有辦校培育良醫良護的想法，一
方面緩解東部醫療人才不足的缺憾，另一方面則是改善花東少女升學與就業
的問題。在證嚴上人的請託下，楊思標於1988年3月擔任慈濟護理專科學校籌
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戮力籌備工作。1989年9月，慈濟護理專科學校（今慈濟
科技大學）舉行首屆開學典禮，招收二年制日間部共一百零七位學生。甫從
臺大醫院退休的楊思標，以代理校長的身分主持第一年校務，並舉家遷至花
蓮，整整住了一年多，專責校務。

慈濟護專創校初期，為了彌補專任師資的不足、強化醫療專業教育，慈
濟醫院醫師們，問診之餘也為護專學生傳授基礎課程。在慈濟醫院醫師及臺
大、國防醫學院等校的兼任教師鼎力相助下，使得慈濟護專有著高品質的專
業教育。然而，初次來到花蓮就讀的學生們因為離家遠，對環境陌生，花蓮
又經常地震，生活難免不適應。楊思標為了安撫學生思鄉及不安的情緒，商
請教官為學生安排休閒活動，也經常與夫人一同帶學生去鄰近郊區爬山，藉
此親近花蓮好山好水、強健學生體魄。

1990年9月，楊思標將校務交棒予第二任校長張芙美。卸任後，仍致力於
醫學研究與教學，每月前往各地醫院進行胸腔疾病討論會，關懷慈濟醫療志
業各醫院胸腔內科訓練，並自花蓮慈濟醫院啟業以來，持續在所開設的特別
門診參與胸腔科影像討論會，指導後輩醫師及醫學生判讀肺部X光片、肺結核
及肺癌研究。

為了解中國大陸的醫學及醫療教育，楊思標曾以臺灣醫學會理事長的身
分，前往交流醫學教育與醫療制度，因緣際會下認識中醫醫學，了解到西醫
治療疾病的方式適用於急症，而中醫是以辨證論治，依個人病狀提供調養、
提出預防疾病的建議。他在卸下校長職務後，便積極推動中西醫整合，擔任
中華民國中西整合醫學會（今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第三、四屆理事長，及
推動兩岸醫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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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思標教授（右二）於花蓮慈濟醫院，指導年輕醫師、醫學生判讀X光

片。圖片／花蓮慈濟醫院提供

楊思標對病人與醫學研究秉持「觀而斷」、「真善美儉」的精神，在
醫學研究求真求善，也透過細心問診及精準的診斷，給予病人適當的處置，
解除因病所帶來的痛苦。在醫學教育方面總是不吝指導後輩，認為除了醫術
之外，醫德更為重要；而現今醫界有許多優秀醫師多是他的學生，杏林成就
非凡。楊思標一生奉獻醫療及醫學教育，並曾於2018年榮獲第二十八屆醫療
奉獻獎，當時他已年近百歲，仍堅持醫學教學與研究，每週赴花蓮慈濟醫院
看診及教學，直至2019年11月身體微恙，才暫停門診及教學活動，於家中靜
養。2021年5月26日下午與世長辭，享嵩壽一百零一歲。

【註】本文彙整自楊金燕著《百歲醫師以愛奉獻：楊思標教授的醫者之路》、大

愛電視節目、《慈濟》月刊。



攝影者：徐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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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 2021.01.04 中央研究院院長廖俊智來訪靜思精舍，與證嚴上人座談，分享結
合各界資源及慈濟大學、臺北慈濟醫院，共同研發新冠肺炎抗體
試劑等點滴歷程。

 ◆ 2021.01.05 慈濟基金會與高雄巿政府簽訂合作備忘錄，以慈善關懷、防災教
育、生態環保、公益人文等四大面向展開合作。慈濟自2019年與
苗栗縣政府簽約合作後，2020年陸續與十五個縣巿政府簽約，高
雄為第十七個簽署合作共善的縣巿。
簽約儀式於本日下午在高雄市政府舉行，由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
博文、高雄市巿長陳其邁代表簽署備忘錄。巿長陳其邁表示，慈
濟基金會是民間重要的力量，總在災難發生、民眾需要幫忙時，
以最敏捷的速度在第一時間站上第一線提供協助，更是照顧弱勢
的重要力量，由於政府資源有限，能結合民間力量，才能發揮照
顧市民的成效。
執行長顏博文則強調，慈濟志工落實社區，從鄰里彼此建立的慈
善守望，串聯起點線面，編織成緊密的關懷網絡，此次與公部門
簽約，意味著強化公私協力、攜手合作，以正式具體的管道，更
可以精準聚焦在真正需要幫助的族群，攜手擴大共善的力量，讓
來自十方各地的慈善資源，重點落實在這些需要幫助的人民身
上，為社會暗角的弱勢族群改善生活品質。
慈濟與高雄市政府合作項目共四大項，前兩項為「慈善關懷」
及「防災教育」，共同推動「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針對
獨居長者、失能等弱勢家庭，提供居家安全修繕、生活補助等各
項關懷服務，同時建立慈善救災合作機制，深化人員的防災教育
訓練。
另外在「生態環保」與「公益人文」方面，針對氣候變遷的議
題，從全球災難的層面來探討，規劃科普知識教育，倡導落實生
態永續、環境保護，並著重在地公益發展、凝聚人文特色，培育
優質的青年與人才，提升參與公益活動的使命感、意識感。
14日，時逢證嚴上人歲末祝福行腳在外，巿長陳其邁率巿府官員
來到慈濟高雄靜思堂拜會上人，提及雙方於5日簽訂的合作共善
備忘錄，感恩上人及所有慈濟人，長年以來為高雄做了很多事

總論年表



年
表
總
論

107

情，而透過此次合作，相信未來雙方在慈善工作的合作、接軌上
一定會更好。
上人則感恩巿長陳其邁及巿府團隊，對慈濟的認同與肯定，強
調臺灣的美就是在善與愛，每每行腳高雄，總會聽到志工分享
許多善與愛的故事點滴，未來在高雄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期
待未來雙方合作更緊密，共同推動社會福利，就如目前致力推
動的長照工作，期許雙方能用心規劃、落實讓長者在地安老、
老有所用。巿長陳其邁則承諾會與慈濟密切合作，讓愛遍布到
社會每個角落。

 ◆ 2021.01.05 慈濟功德會（新加坡）年度新春慈善義賣會，因應新冠肺炎防
疫，改為雲端義賣會模式進行，於2020年12月1至25日開放線上
訂購，本日起至31日於約定時段由志工送貨到府，或於9、10、
16、17、23、24日開放定點取貨。

 ◆ 2021.01.06 證嚴上人即日起至25日展開第二階段歲末祝福暨授證行腳，包括
主持歲末祝福、與訪客溫馨座談等，共一百六十八場活動，與

慈濟基金會與高雄巿政

府簽署合作共善，由執

行長顏博文（左）、巿

長陳其邁（右）代表雙

方簽訂。攝影／顏福江

高雄巿長陳其邁（站立

者）率領團隊至高雄靜

思堂拜會證嚴上人，期

盼雙方簽署合作後，能

更加強化彼此資源、照

顧弱勢。圖片／慈濟基

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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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四萬六千人次互動；其中，歲末祝福在臺東、屏東、高雄、臺
南、雲林、嘉義及彰化，共計十七場，為六百七十七人授證。爾
後為其他行程，2月2日返回靜思精舍，結束行腳。

 ◆ 2021.01.16 臺北市大同區慈濟志工動員，協助住在雙連里的資深法親盧師兄
清掃住家，改善生活品質。盧師兄年逾八旬，2007年受證慈誠，
長期投入環保，近年因體力衰退，加上失智，無力整理家務。

 ◆ 2021.01.16 慈濟新加坡分會歲末祝福感恩會，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規
範，限縮群聚人數，於16、17、23、24日分成二十場舉行，共
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共襄盛舉。

 ◆ 2021.01.19 慈濟基金會與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中部分署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
就災害救助、社會救助、人文美善、環保生態、地方創生等展開
合作，由執行長顏博文與分署長張忠龍共同簽訂。
慈濟與該分署互動因緣，始於2018年6月海防署辦理「擁抱海
洋、幸福共好」全民淨灘活動，慈濟志工應邀動員約三百人參
與，清出約五千公斤廢棄物，其中寶特瓶約三百二十公斤，由慈
濟負責清運，自此開啟臺中巿清水區慈濟志工與中部分署更多的
互動關係，以慈誠爸爸、懿德媽媽的角色關懷陪伴年輕官兵，幫
助他們調適工作身心壓力；同時，也到局裡推廣茹素，開設素食
烹飪課程，並辦理骨髓捐贈驗血活動等。
海巡署中部分署負責維護苗栗縣、臺中巿、彰化縣、雲林縣及
嘉義縣沿海區域安全，包含海洋資源保護利用、海岸秩序、確
保國家安全、保護人民。此次雙方就促進上述區域五大項目標攜
手合作，以促進社會照護、提升防災意識與教育、推動生態永續
教育等。

在「災害救助」方面，共同提供政府及相關單位人員防救災教育
訓練，並建立災害救災與後援合作機制，另對學校機關團體及社
會大眾進行防災教育宣導等；在「社會救助」合作，包含弱勢家

慈濟基金會與海洋委

員會海巡署中部分署

簽署合作備忘錄，攜

手合作擴大對社會的

關懷能量。攝影／施

哲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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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關懷及轉介、長者照護，以及其他社會救助需求等，共同關懷
社會弱勢族群。 

在「人文美善」、「生態環保」及「地方創生」等方面，有感於
氣候變遷快速，全球災難頻傳，在此議題下共同促進生態永續、
環境保護等科普知識教育及人文紀錄，落實資源回收與分類、垃
圾減量、蔬食推廣等方面，同時加強雙方人文交流，推動美善關
懷活動。此外，基於中部沿海區域在地特殊的公益發展、人文風
采、地景地貌等，將以「創意、創新、創業、創生」策略規劃，
結合優質人才等方面，幫助地方發展。
分署長張忠龍表示，備忘錄內容與海巡署的理念相符，且也是我
們的職責，尤其許多與環保有關合作事項，希望透過簽約，發揮
一加一大於二的力量。執行長顏博文亦指出，希望透過此次合作
共善，攜手海巡署，一起增加對社會的關懷能量。
慈濟繼2019年6月捐贈中部分署七十九張淨斯多功能福慧床及
二百三十五條環保毛毯，本日藉由簽約因緣，再致贈二百條環
保毛毯，供海巡人員出勤使用，於執行海上救援時，可讓民眾保
暖、避免失溫。

 ◆ 2021.01.29 慈濟基金會第二十五屆慈青幹部薪傳營，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措
施，改採線上舉辦，為期三天，共一百一十八人參加。

 ◆ 2021.01.29 第十屆中國公益節，以「十年益起同行」為主題，於1月28、29

日在上海巿盛大舉行，除回顧十年歷程，探討新冠肺炎後疫情時
代的公益新議題之外，並於29日「因為愛」致敬盛典活動，頒發
各類獎項，向年度公益踐行者致敬。
慈濟基金會榮獲六項殊榮，分別為「二○二○年度公益推動力大
獎」，並以「衣衣不捨」新衣回收、寒冬送暖兩項目獲得公益項

慈濟基金會於簽約儀

式後，捐贈二百條環

保毛毯，予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中部分署。

攝影／施哲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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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獎，以及《衣衣不捨》、《山陽灼灼》、《愛無距離》三短片
獲頒公益映像獎。
「公益推動力大獎」是慈濟基金會繼2020年後再度獲頒之項目，
不僅肯定基金會在中國大陸推動志業的成果，也是對慈濟在全球
慈善足跡、環保行動的肯定。此外，「衣衣不捨」新衣回收項
目，更是慈濟貫徹、並實踐慈善關懷與環保理念的行動。
近年因快時尚流行、網路紅人等經濟興起，每年換季都有大量新
衣服被淘汰、或囤放倉庫；其中，泉州巿服裝經銷廠商眾多，部
份廠商或即將結束營業的經銷商，因認同慈濟環保理念，請慈濟
協助回收庫存衣物，遂自2018年起，慈濟志工展開「衣衣不捨」
新衣回收計畫，用心分類、挑選、整理每件衣服，並依需求送予
農民工子弟學校學生、助學生、山區留守兒童、城巿環衛工人，
以及精神病院病患、養老院老人、困難家庭等，讓二手新衣延續
物命，同時也幫助弱勢人們。
另外，職工郭奕艷代表慈濟基金會，在「共創可持續未來」主題
論壇，以「後疫情時代可持續發展之慈濟思考與行動」為題進行
分享，介紹慈濟緣起及現況，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於全球
防疫援助、紓困成果，同時詮釋倡議健康蔬食、尊重生命的緣由
與理念，籲請人人共同響應，並感謝主辦單位的肯定，頒予獎
項，期許未來能繼續與公益夥伴攜手同行。

 ◆ 2021.01.30 慈濟柬埔寨聯絡處於3 0、3 1日在金邊市朗哥垃圾掩埋場
（Dangkor Landfill）及會所舉辦兩場歲末祝福；其中，掩埋場歲
末祝福是首次舉辦，另發放大米等物資，為三百七十三戶家庭送
上年節祝福。

慈 濟 基 金 會 榮 獲 第

十 屆 中 國 公 益 節 六

個獎目，由職工吳山工
（中）、郭艷（右）

代表上臺領獎。圖片

／公益節組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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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30 慈濟加拿大加東分會成立後，第一次舉辦歲末祝福感恩會，因應
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採取線上直播方式進行，約二百一十人
參加。

 ◆ 2021.01.31 慈濟日本分會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將分會三十周年、大
阪聯絡處十周年及紀念東日本大震災十周年的祈福感恩會，改為
網路直播方式進行，連線東京、大阪、山梨、宮城四地，並祈禱
疫情早日平息。

 ◆ 2021.01.31 慈濟香港分會年度歲末祝福感恩會，遵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限聚
令，改採線上直播方式舉行，逾三百五十人上線祈求天下平安。

二月
 ◆ 2021.02.01 慈濟基金會為推展慈善志業組織優化及永續發展，即日起敦聘何

日生為副執行長，負責開展學術研究及交流，關懷協調文史處、
編纂處及公傳處業務，以及重要文史專案等。

 ◆ 2021.02.01 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與全美五所慈濟學校，榮獲民間非營利組
織（Kids for Peace）頒發「慈悲認證（Kindness Certified School 

District）」獎章，肯定慈濟推動品格教育之成效。
在美國，許多優質學區與校門口的牆邊，都會懸掛許多直徑寬達
四呎的榮譽獎牌，除有官方的國家級藍帶或金帶標章、加州優異
標章外，還有涵蓋各種學術、藝術、品格、紀律等領域的其他民
間組織獎牌認證。
慈濟教育基金會於2004年成立後，積極尋求各種能讓美國社區了
解慈濟、認可慈濟全人教育理念的機會，除主動走入社區、參加
志工服務外，經分析研究後，選定從代表品格教育與安全校園的
「慈悲認證」獎章，踏出第一步。
該獎章的頒發單位（Kids for Peace）於2006年在南加州創立，而
後擴展為國際性組織，相信慈悲是淨化人心、改變世界的力量，
並且要從小培養起。其宗旨與慈濟教育理念不謀而合，若能取得
該獎章，不僅有益於慈濟學校發展，亦能進一步與有相同理念的
國際機構合作，讓慈濟廣為被社會大眾所接受。
慈濟教育基金會在與活動發起人吉兒．麥可曼尼格（ J i l l 

McManigal）溝通後，破例獲准以學區身分，帶領加州核桃慈濟
小學、核桃慈濟幼兒園、蒙洛維亞慈濟幼兒園，以及德州達拉
斯、休士頓慈濟幼兒園參加一年一度的「慈悲大挑戰（The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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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ness Challenge）」，並於2020年12月提前開跑，每月擬定
「付出」、「慈悲大愛」等主題，全校師親生總動員、齊心完成
任務，共同打造友善的校園環境，讓人與人之間充滿尊重、愛與
慈悲。

「慈悲大挑戰」要求所有參加的學校在每年一月的最後一週，全
校師、親、生共同完成五十件慈悲行動，並透過圖文、影片方式
在媒體和社群網站分享。其中四間幼兒園，以感恩致意、環保護
生為活動開始，以達拉斯慈濟幼兒園為例，教師帶領孩子製作耶
誕卡，向醫護人員、郵差及學校清潔人員等致敬，並拍照布置成
一面善行牆，老師也把孩子們的善行寫在卡片上，裝置成一棵行
善樹；而休士頓慈濟幼兒園則以「一束花」開始，為不知情的老
師及學校志工獻花，傳達感恩之心，也定時為弱勢家庭捐贈食
物，讓愛心擴展出去。
核桃慈濟小學的慈悲行動則是跨越國界，教職員、學生及志工
們攜手合作，將近六百五十本閒置的教科書整理妥當，送給目
前慈濟正在援建的的墨西哥天主教莫雷洛綜合學校（Instituto 

Morelos），充實他們的教育資源。
在全體教育團隊努力下，活動在1月29日圓滿結束，教育基金會
與五所美國慈濟學校均獲得「慈悲認證」獎章。該活動雖已落
幕，之後持續在美國扎根品格教育、養成良善世界公民，是慈濟
教育團隊永續耕耘的目標。

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著重孩

童品格教育，偕同五所慈濟

學校參與慈悲認證活動，期

間菲律賓遭遇天鵝、梵高颱

風重創，孩子們啟發愛心、

落實行善，響應義賣捐款活

動。圖片／美國慈濟教育基

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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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2.07 慈濟巴西聯絡處歲末祝福感恩活動，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採
線上直播方式舉行，共八十五人參加。

 ◆ 2021.02.11 靜思精舍於2月11日（除夕）至13日（初二）舉辦新春視訊拜年
活動，全球三十七個國家地區、逾二萬二千條連線；另自12日
（初一）至19 日（初八），計三十三個國家地區、一百五十四
個社區道場，逾五萬人次透過視訊，連線靜思精舍，同步禮拜
《法華經》。

 ◆ 2021.02.13 慈濟美國橙縣、托倫斯、喜瑞都聯絡處首次合辦雲端社區新春祈
福會，節目安排年度志業推展成果回顧、志工參與心得分享等，
約二百八十人上線共襄盛舉。

 ◆ 2021.02.19 慈濟基金會結合跨國界、領域的合作夥伴，建立「全球共善學思
會」學術交流平臺，共同為全球共善、善盡社會責任等議題交流
研討。第一場學思會，主題為「宗教NGO的全球治理」，於靜思
精舍人文講堂舉行，特別邀請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丘昌泰、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劉康慧蒞會交流，並開放全場
視訊直播，共十五個國家地區、近一千六百人參加。

核 桃 慈 濟 小 學 動 員 師

生，整理閒置教科書，

學生們手繪卡片，要將

祝福連同書本送到墨西

哥學童手上。圖片／核

桃慈濟小學提供

慈濟第一場全球共善學

思會在花蓮靜思精舍展

開，除蒞會學者外，常

住師父、執行長團隊、

各處室主管及同仁也共

同參與。攝影／許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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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2.20 慈濟基金會「青年防災人才培育專案」，本日在松山聯絡處舉辦

避難中心模擬體驗活動，共二十八位學員在十一位急難救助隊成
員陪伴下，學習收容中心開設、避難民眾收置安排、物資整理等
規劃。

 ◆ 2021.02.20 慈濟印尼北干巴魯聯絡處搬遷至新址，本日舉行啟用典禮。

 ◆ 2021.02.20 慈濟新加坡分會舉辦四合一幹部合心共識營，配合政府人數限
制、單一場所聚集不逾四小時之防疫規定，志工上午於各點進
行線上學習，下午分別前往靜思堂、人文青年中心、環保教育
站上課。

 ◆ 2021.02.21 慈濟印尼分會舉辦線上新春祝福會，其中更以《藥師經》手語演
繹，預祝印尼慈濟醫院開幕順利，來自全國各地共一千一百五十
位志工連線共聚。

 ◆ 2021.02.21 慈濟新北市新泰聯絡處舉辦新會所啟用典禮暨新春團拜活動，計
七百二十四人共襄盛舉。原會所因屋主收回，遂於2020年8月中
旬進行搬遷，新址為新泰區福營路一百六十五巷二十號。

 ◆ 2021.02.21 慈濟新加坡分會與銀絲帶組織（Silver Ribbon）簽署合作備忘
錄，旨在推出免費心理輔導服務，讓民眾透過預約或直接前往尋
求輔導。合作範圍還包括銀絲帶組織從2021年2月23日開始，為
慈濟職工、志工及照顧戶提供心理諮詢和培訓服務，而慈濟則提
供人文青年中心為場地，讓銀絲帶組織針對有需要的民眾進行心
理輔導。

簽署儀式後，慈濟人文青年中心合作夥伴Happiness Initiative創
始人Simon Leow，以「Science of Happiness」為題進行線上分
享，探討人生追求多少才能滿足，並建議人人每天寫下讓自己
感恩的事物，培養感恩之心，試著把愛說出口。緊接著，前學

慈 濟 新 加 坡 分 會 執 行

長 劉 瑞 士 （ 右 ） 與 銀

絲帶組織主席Ellen Lee

（ 左 ） ， 在 義 順 集 選

區議員吳順喜（Derrick 

Goh）見證下，完成簽約

儀式。攝影／黃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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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輔導員Christon Choo、李清副教授、精神疾病康復者梁瑋燕
及護理人員Renay Pereira，則針對青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展開
交流討論。
銀絲帶組織成立於2006年，以心靈健康輔導為宗旨，定期辦理心
理健康活動，也和不同組織合作，透過創新手法，與各個年齡層
溝通，關懷人人的心靈健康問題，包括親情、友情、愛情及同儕
情感壓力、負面情緒調適等，協助大家正視自己的心理疾病，並
協助提供解決之道。
根據聯合國公布的2020年全球幸福報告，新加坡排名第二十八，
但多數新加坡人卻不認同，逾九成新加坡人感受到工作壓力與吃
重，因為工作導致睡眠不足，間接也影響健康、家庭等關係，另
外還有社交、財務、退休生活等林林總總，心理承受一定程度的
壓力。
對此，慈濟新加坡分會希望更全面、且積極地推動心理健康觀
念，因此與銀絲帶組織簽約合作，正式「跨足」心理健康領域，
除了有專業的心理輔導諮詢服務，也會舉辦各項促進心理健康的
活動，藉此提高國人心理健康問題的意識，防患於未然。
慈濟人文青年中心自2月20日至6月6日，邀請藝術二人組
（Hunny & Lummy）在中心舉辦「ThisConnect：Threading 

Worlds」特展，透過多媒體裝置作品，讓觀眾在藝術家的引導
下，分享自身難以傾訴的傷痛和脆弱，重新找尋愛與勇氣；期間
也舉辦「Masks of Singapore」工作坊，讓參與者透過面具製作，
與自己展開一場心靈的對話，重新認識自己。

 ◆ 2021.02.28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於三重志業園區，舉辦「慈誠委員培訓關懷團
隊精進研習」，為七百七十六位培育幹部學員，說明培訓細節、
責任使命、行儀戒律等重要性。

慈濟人文青年中心舉辦

「ThisConnect：Threading 

Worlds」特展，藝術家韓

明光（Hunny，右）分享

創作理念，以及如何釋

放心情壓力。攝影／王

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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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 2021.03.01 慈濟基金會慈善志業發展處，為志業發展之需要，即日起東區、
南區、中區、北區慈善室，更名為東部社會福利室、南部社會福
利室、中部社會福利室、北部社會福利室。

 ◆ 2021.03.06 北區慈濟志工結合慈友會，6、7日在新店靜思堂舉辦「讓愛串流
•善護臺灣」活動，義賣由實業家等捐出的衣物、包包等，悉捐
慈濟「全球共善•救拔苦難」勸募活動專戶。

 ◆ 2021.03.07 慈濟基金會每年3、6、9月第一個週末，在全臺多個據點同步舉
行培訓、受證委員慈誠大型精進日。本日以網路直播方式舉行年
度首場精進日，課程有「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分享、慈濟
五十五周年經藏演繹說明會，及慈濟永續和社會影響力等內容。

 ◆ 2021.03.07 慈濟教師聯誼會尤振卿老師，1937年出生，1992年在屏東慈濟委
員潘蓮花接引下加入慈濟，1998年受證委員，法號惟譯，任教屏
東縣大同國小期間推動靜思語教學，其故事於2001年製播成大愛
劇場《尤老師的十二堂課》。是日往生，享壽八十四歲。

 ◆ 2021.03.08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北部社會福利室於新店靜思堂舉辦慈善溫馨座
談，並視訊連線金門、澎湖，進行社區實務運作、「安穩家園•
美善社區」專案居家安全改善進度、個案陪伴關懷等分享。

 ◆ 2021.03.08 慈濟基金會參與新北市新店區公所在太平運動公園舉辦的
「一一○年新店區防災公園開設收容演練」，承擔避難收容所
開設、災民疏散撤離避難、物資發放作業、災民登記安置及心
靈撫慰等任務。

 ◆ 2021.03.09 慈濟基金會與「奉茶行動」團隊簽署合作備忘錄，慈濟全臺
四十三處據點自3月起設立奉茶站，藉此共同鼓勵民眾減少購買
瓶裝水，擴散環保行動力，由執行長顏博文、該團隊創辦人黃暐
程代表簽訂。

慈濟基金會顏博文執

行長（左）、「奉茶

行動」團隊創辦人黃

暐程（右）分別代表

進行簽約。攝影／顏

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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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茶」在傳統中國過往時期也稱為「施茶」，即是樂善好施的
人在路邊、樹蔭下，提供免費茶水，供路過行人、勞動苦力者
解渴，亦會隨時添補新鮮茶水，此一活動被視為濃厚人情味的展
現。然而，隨著時代變遷，生活形態改變，人手一杯手搖飲，成
為近年街頭常見風景，因而奉茶活動愈來愈少見，但塑膠飲料杯
卻日漸成為垃圾污染源之一，嚴重衝擊環境生態。
2018年，黃暐程及一群年輕人有感於氣候變遷快速，環保等地球
永續議題刻不容緩，便共同成立「CircuPlus創業生態系社群」，
致力運用資通訊科技，如手機應用程式（APP）等，推動循環經
濟，關注公益人文。「奉茶行動」便是由該社群所成立及推廣的
服務項目之一，並榮獲「2020年總統盃黑客松」卓越團隊肯定。
雖然手搖飲文化已成習慣，但仍有不少民眾出門在外，已養成隨
身攜帶環保杯的習慣，因此該團隊開發「奉茶行動APP」，結合
行政院環保署，邀請各機構單位加入，成為奉茶站，方便民眾可
透過APP按圖索驥，搜尋離自身最近的奉茶站，隨時可裝茶水。
慈濟基金會以「力行環保、結識好夥伴」為目的，與「奉茶行
動」團隊合作，共同推動環保理念，希望藉此行動的擴大推廣，
呼籲社會大眾減少購買瓶裝水，落實垃圾源頭減量。目前，慈濟
在全臺北、中、南、東，共有四十三處分支會及聯絡處，全加入
成為奉茶站，民眾可持環保杯到慈濟奉茶站，志工即會引導民眾
補充茶水。
執行長顏博文表示，雙方合作共同推動環保，也一起實踐環境教
育的涵義，達到相輔相成的成效；而「奉茶行動」團隊創辦人黃
暐程指出，以網路社群媒體的科技力量，將供水者、取水者之間
串起連結，不但讓善的力量不斷擴大，也透過「喝水」行動，讓
全球看見臺灣永續環保、社會影響力。
「奉茶行動」團隊也是2020年慈濟基金會第四屆「Fun大視野•
想向未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獲獎助團隊之一，從倡議到落
實行動，其精神與慈濟環保理念不謀而合，遂進一步與之簽約合
作。「奉茶行動」APP自2020年3月上線以來，整合政府部門、
大型企業、地方商圈等「供水者」，至今全臺已超過七千個「奉
茶站」，近十萬人次下載，藉由結合臺灣傳統的奉茶文化與精
神，串起最美的人情味風景，促進社會公益、擴散環保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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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09 慈濟基金會與基隆市政府簽署合作共善備忘錄，針對慈善關懷、

防災教育、生態環保與公益人文等四大面向展開合作。

 ◆ 2021.03.10 慈濟基金會與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自來水公
司」）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針對國際賑災緊急供水及慈善援助
水質淨化技術，展開水處理技術教育訓練、技術諮詢與指導、水
資源與環境推廣、人文精神提升等合作。簽約儀式是日下午在臺
中巿的自來水公司舉行，由該公司副總經理李嘉榮與慈濟基金會
執行長顏博文代表雙方簽訂協議。

近年因極端氣候變遷致自然災害加劇，為避免災時受到污染的水
源危害民眾健康，雙方就臺灣及國際慈善援助之淨水系統、淨水
知能教育訓練及其他公益事項展開合作，包括：水處理技術教育
訓練，由自來水公司協助慈濟培育水處理人才，並取得相關專業
訓練結業證書。慈濟於海內外災害救助或人道援助過程，若有緊
急供水需求，包括水源探勘與分析、淨水技術及設備評估與建議
等，可向自來水公司提出服務需求，再由自來水公司視情形提供
服務，確保災區民眾用水無虞。此外，只要有助於推動公眾利
益、國內外救災、水資源與環境、人文精神提升等事項之合作，
雙方可視具體需求與計畫內容，達成共識並落實推動。
自來水公司表示，斥資十一億由舊淨水場打造而成的自來水專業
訓練中心，已於2020年12月落成啟用，是亞洲最具規模、且功能
最完善的全方位自來水事業專業訓練園區之一，除能滿足員工教
育訓練、實際操作提升技術外，也能契合慈濟海內外災害緊急供
水及慈善援助方案所需，未來將協助安排相關技術教育訓練課
程，培訓慈濟水處理專業種子人才。
副總經理李嘉榮表示，自來水公司有專業的維護人才，曾在臺灣
災區提供淨水處理、緊急供水服務，而這次與慈濟簽約合作，不

慈濟基金會與臺灣自

來水公司簽署合作備

忘錄，簽約後由執行

長顏博文（右）代表

致贈結緣品，予該公

司副總經理李嘉榮。

攝影／陳誼謙



年
表
總
論

119

僅能提供訓練場地、技術指導，未來國際慈善援助時，對於水源
污染、淨化處理等方式可進一步交流合作，交換資源，為公益盡
心力。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則表示，「水是大生命」，慈濟在全球
進行人道救援時，對於如何取得乾淨的飲用水，非常需要相關專
家指導，而此次很高興能與自來水公司合作，慈濟也將結合志工
能量，融入自來水公司的專業，讓受災人民取得安全又足夠的水
量，善盡企業公民責任。

 ◆ 2021.03.11 嘉義市政府於民生國中辦理「民安七號演習」綜合實作演習，慈
濟基金會受邀參加，負責災民收容與安置等演練，並於收容中心
設置福慧環保隔屏、淨斯多功能福慧床及環保毛毯等，提供災
民、傷者休憩用。

 ◆ 2021.03.12 慈濟紐西蘭分會於奧克蘭市政府大樓，向奧克蘭民防局、水利局
等相關救災單位代表，解說慈濟與工研院、水利署共同研發的
「Q Water」淨水系統之功能、水質報告等，提供評估未來救災
運用的可行性。

 ◆ 2021.03.13 慈濟基金會文史處於13、14日舉辦人文真善美通識課程，邀請講
師分別在臺北、臺中及花蓮三個主場地授課，並開放線上直播，
全球三十五個點、逾二千名學員參加。

 ◆ 2021.03.13 慈濟社區例行班級輔導員研習於3月13日在桃園靜思堂、4月10日
在臺中靜思堂開辦。桃園場次有來自臺北、桃園、新竹、宜蘭和
花蓮等地兒童親子班、大愛媽媽成長班、慈少班及慈籃隊輔導員
約三百五十人參加；臺中場次有來自金門、高雄、臺南、雲林、
彰化、南投及臺中等地約四百二十人一起學習。

慈濟宗教處團隊用心

設 計 輔 導 員 研 習 課

程，透過桌遊等靜動

態內容，讓學員們了

解 如 何 設 計 活 動 課

程，進一步與年輕孩

子們互動。攝影／劉

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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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13 慈濟新加坡分會於靜思堂和人文青年中心同步舉辦訪視入門班，

共一百二十四人參加，深入了解慈濟慈善理念，學習訪視基本知
識與禮儀。

 ◆ 2021.03.15 澎湖慈濟志工接獲慈濟基金會宗教處訊息，臺南一委員家屬14

日車禍，現於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加護病房治療，遂連日前往
慰問。

 ◆ 2021.03.16 慈濟南非分會「深入本土志工專案」，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而暫停。近日疫情趨緩，本日重啟，三位德本本土志工
16、17日前往貢布（Qumbu），關懷當地法親、供食站運作、
愛心菜園等近況，並送上八十包大米與口罩、手套、肥皂、蔬菜
種子等物資。

 ◆ 2021.03.19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召開第六十五屆會議，非政府組織婦女地
位委員會（NGO CSW）同步開辦虛擬論壇。慈濟基金會應邀參
與活動，並於本日主持線上平行會議，探討保障婦女求學、衛生
安全及水資源取得等議題。

 ◆ 2021.03.20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舉辦雲端募款晚會，款項用於全美弱勢族群
義診、國際義診、辦理健康講座，以及三間社區門診中心、大愛
醫療巡迴車等營運。

 ◆ 2021.03.20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於桃園靜思堂、蘆洲靜思堂同步舉辦「關懷
小組國際認證教育訓練」，共四百七十一位學員參加。

 ◆ 2021.03.20 慈濟五十五周年「回歸心靈故鄉」朝山活動，本日起正式在靜思
精舍開跑。配合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本年度以小場次、少人數模
式分散辦理。

 ◆ 2021.03.20 慈濟基金會籌備五十五周年《靜思法髓妙蓮華》經藏演繹，
為協助演繹人員排演，自3日起由北區慈濟志工承擔，動員近
四百人，在新北市雙和靜思堂搭設組合式舞臺，10日工程圓

慈濟志工拆卸搭建在

雙和靜思堂的舞臺，

準 備 運 往 花 蓮 靜 思

堂，以利5月《靜思法

髓妙蓮華》經藏演繹

活動進行。攝影／簡

福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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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於12日開放排練，本日全臺入經藏種子志工前往集訓，共
三百二十八人參加。組合式舞臺於4月18、19日進行拆卸，運往
花蓮靜思堂。

 ◆ 2021.03.20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於20、21日舉辦線上慈青幹部研習營，透
過心得分享、辯論賽、分組討論等，引導學員重新省思慈青的角
色與使命，近二百人參加。

 ◆ 2021.03.21 慈濟臺南分會慶祝成立二十周年，邀請仁德區公所、鄰近社區共
襄盛舉，合作舉辦「蔬食無痕市集」。

 ◆ 2021.03.23 慈濟基金會第五期防災士培訓計畫，23、24日在花蓮靜思堂開
課，招收兩班，其中一班以志業體職工為主，共九十三人取得
證照。

 ◆ 2021.03.25 慈濟基金會應邀參加高雄巿政府「一一○年民安七號演習」，承
擔熱食供應、後援安置等任務，並展示福慧環保隔屏、淨斯多功
能福慧床等多項慈悲科技設備。

 ◆ 2021.03.25 國際影星楊紫瓊偕同家人，參訪馬來西亞慈濟吉隆坡靜思堂。

 ◆ 2021.03.26 慈濟羅東聯絡處舉辦慈善訪視敎育訓練課程，邀請「玩轉學校」
創新教育團隊授課，培養志工學習創新、協調、決策等能力。

 ◆ 2021.03.27 慈濟加拿大分會自3月27日至8月28日舉辦人文教育志工培育營，
旨在培育社區的人文教育志工種子，協助《靜思語》推廣，每
月第四個星期六下午於線上授課，共六次研習，計五百七十六人
參加。

 ◆ 2021.03.27 慈濟基金會本年度醫院志工基礎研習課程，是日在各分支會、靜
思堂舉辦。其中基隆聯絡處場次課程，首次納入醫療輔具介紹，
及講解慈濟環保輔具平臺申請流程等，近四百五十人參加。

 ◆ 2021.03.27 慈濟基金會「慈青、慈懿暨慈青學長輔導員研習」營隊，27、28

日在慈濟臺中分會舉行，學員與工作人員共一百九十位參加。

 ◆ 2021.03.28 慈濟美國總會暨分支會據點，祝賀慈濟五十五周年，擬於5月中
旬在線上舉辦《佛陀的一生》經藏演繹。3月14日，總會活動組
召開全美會議，凝聚共識，並自本日起展開排練。

 ◆ 2021.03.30 慈濟基金會與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委會」）簽署「海外僑
界急難救助合作備忘錄」，結合雙方資源，共同協助旅外國人及
海外僑民於遭遇急難事件時，提供即時人道關懷，由基金會副執
行長熊士民、僑委會主任秘書張良民代表簽署。另有僑委會委員
長童振源、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局長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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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比、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執行長王雪虹、慈濟大學校長劉怡
均等出席見證。
僑委會隸屬行政院，主責僑民事務，並隨著各國情勢、海外僑社
的演變，調整業務內容，服務廣及海外各地僑胞，更扮演著國人
在海外即時協助的重要角色。當僑胞在海外發生急難事故，僑委
會即著手協調、調度資源，慈濟基金會常是僑委會委任協助的對
象之一。
慈濟基金會迄今在全球六十六個國家地區有慈濟志工，對於僑居
地民俗風情、語言溝通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當臺灣僑民在
海外發生意外，亟需協助時，志工便會義不容辭提供幫忙。出席
活動的葉非比局長深有所感，且向慈濟表達感謝之意，並舉例今
年1月澳洲發生一起前往打工度假的國人，因跳水造成癱瘓的事
件，即是在慈濟志工協助下，募得醫療費用給予急難救助運用。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表示，很榮幸能與僑委會簽署合作備忘
錄，結合政府及宗教團體力量，透過海外僑界人脈及慈濟志工的
大愛精神，共同提供旅外國人及海外僑民關懷與協助。僑委會委
員長童振源則指出，僑委會將建置全球僑胞服務數位平臺，期待
未來能與慈濟海外分支會、聯絡據點相互結合，串連資源，直
接、重點針對急難事件提供最及時的幫助。

此次簽約因緣，為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居中牽線、極力促成。
童振源為前任臺灣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任期2017

年7月至2020年5月），予以慈濟大學泰北教育計畫案諸多協

慈濟基金會與僑務委員會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結合海內外各據點

的資源，協助遭遇急難事件的僑民。攝影／顏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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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童振源強調，感恩曾有因緣到花蓮靜思精舍拜會證嚴上
人，請益日後雙方合作等議題，並在駐泰國期間，深深感受到
慈濟在海外的慈善力量，雙方資源串連，相信更能為僑民提供
最到位且及時的協助。
去年（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慈濟大學便致贈一百
本《新冠病毒大解密》繪本，提供海外僑校使用，幫助僑民學童
增進對疫情的知識；本日，應僑委會請求，再捐贈三千本，讓疫
情知識訊息能普及所有海外僑校。

四月
 ◆ 2021.04.03 慈濟新加坡分會醫療志業發展處西醫室居家關懷部，舉辦「死亡

與善終」系列線上講座，本日首場講座邀請社工黃韻姍、郭靜儀
分享參與臨終關懷的心得，以及如何正向面對死亡。

 ◆ 2021.04.04 英國慈濟志工每年舉辦人文真善美精進營，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暫停，2021年改採線上模式，並擴大學員對象，於4、5日
舉辦「人文真善美志工實務工作坊」，英國、法國、德國、義大
利等地志工一同連線精進，學習文史紀錄的方法。

 ◆ 2021.04.08 慈濟美國總會於加州第二十選區州參議員康妮•雷娃（Connie 

M. Leyva）舉辦的線上會議，獲頒首屆「二十選區傑出二十
（Terrific 20 of SD 20）」得獎者之一，表彰慈濟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間，持續捐贈防疫物資、進行蔬果發放等有助社區的卓越
貢獻。

慈濟美國總會獲頒「二十選區傑

出二十」表揚狀。攝影／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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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10 慈濟屏東分會會所落成啟用三十年，本日屏東慈濟志工團隊透過

視訊會議，與證嚴上人溫馨座談，回顧慈濟在屏東的緣起及成長
歷程。座談分四大階段進行，第一段採座談方式，邀請見慧師
父、法明師父，以及資深慈濟志工陳榮慶、王龍轉，共同見證屏
東分會成立前，慈濟在當地克難推動慈善的點滴，而後以每十年
為一階段，每個階段都邀請志工見證分享。

除分會現場連線外，課務團隊亦安排小組，到資深慈濟志工吳
邱淑慈（靜誌）、楊瑞梅（靜梅）家中連線。兩人委員編號都
在一百多號之間，也都高齡八、九十歲了，是在1977年賽洛瑪
颱風之後，深刻感受慈濟推動慈善工作的用心，而先後加入志
工行列。
此外，花蓮靜思精舍現場，有十一位屏東的志工組、隊長，特從
屏東來到精舍參加連線，並呈現兩張「屏東慈濟樹」大海報，上
面明列第一顆種子陳榮慶，及之後接引出來的每一組隊人物的關
係圖。
慈濟在屏東地區的因緣，可溯及惟勵法師。上人於1964年前往基
隆海會寺結夏安居時，與惟勵法師結下深厚法緣。爾後，惟勵法
師前往東山寺擔任佛學院教務主任，於1973年為屏東縣長治鄉番
仔寮圓通寺的照聖、照賢皈依，賜法名見慧、見靜，並在1976年
受兩人禮聘為圓通寺第三代主持。
因惟勵法師因緣，見慧、見靜兩位法師也熟識上人，並認同慈濟
功德會理念，自1975年起，只要發現貧病亟需援助個案，見慧法
師即會寄信至花蓮提報個案，申請濟助。
1977年7月賽洛瑪、薇拉颱風相繼侵襲高屏地區，上人獲悉屏東
各鄉鎮災情嚴重，於是寫信給圓通寺，希望能向鄉鎮公所蒐集災

慈濟屏東分會會所啟

用三十周年，部份資

深 志 工 返 回 靜 思 精

舍 ， 與 證 嚴 上 人 溫

馨互動，並呈「慈濟

樹」大海報。圖片／

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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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資料。見慧法師和陳榮慶居士接獲消息後，四處奔走蒐集資
料；而後，由上人親自帶領委員們展開複查，建立受災戶名冊，
並借用東山寺進行發放。
在東山寺持續發放三個月，見慧法師感覺諸多不便，徵得上人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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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因緣，讓慈濟的足跡從花東延伸到南
臺灣，南部委員人數也從此開枝散葉。
時光荏苒，圓通寺鄰近開設屠宰場，外在環境轉變快速，已不復
當年的幽謐，上人顧及常住身心道業的增進，因此囑咐委員另行
覓地遷建分會。幸逢屏東委員曾煥英夫婿邱維生醫師，捐出長治
鄉中興路一建地，以利興建會所。
慈濟屏東分會新會所，1989年10月4日舉行動土典禮，由上人、
慧潤法師及邱醫師聯袂主持；1991年4月12日落成啟用，佔地
九三○坪左右，三層樓建築，中間佛堂挑高，兩側為三層樓式的
建築，可容納二、三百人聚會或聯絡，三樓的客房也可提供一、
二百人住宿。

慈濟屏東分會於會所

啟用三十周年之際，

舉行《法華經序》禮

拜，由精舍德柏、德

淵 師 父 領 眾 虔 誠 禮

拜。攝影／郭雪珍

慈 濟 屏 東 分 會 成 立

四十餘年，為紀念每

位志工足跡，特繪製

「屏東慈濟樹」大海

報，呈現人際關係圖

譜。攝影／曾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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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屏東分會進入另一歷史新頁，會務由見慧師和法明師主
持，臺南、高雄及屏東慈濟志工，輪流來此值夜，而圓通寺則留
供當地信眾禮佛，由見淨師主持。迄今屆滿三十周年，期間志工
走過莫拉克風災、長治百合部落援建，到校園減災希望工程，或
是各種災難援助，一路走來點滴都是滿滿歡喜，雖然不少志工已
滿頭白髮，仍堅守初發心，生生世世行走菩薩道。
上人非常開心能透過視訊，見到好久不見的資深志工們，更感恩
所有屏東慈濟人一路走來道心堅定，也因屏東分會的啟用，讓慈
濟愛的足跡，從東部綿延到西部，要繼續用愛傳承。

 ◆ 2021.04.11 臺灣駐土耳其代表處前任代表鄭泰祥、駐臺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
代表貝定可（Mr.  Muhammed Berdibek）兩對伉儷，在慈濟志工
胡光中、周如意、余自成陪同下，來到靜思精舍拜會證嚴上人，
感謝慈濟在土耳其所做的善行，包括對敘利亞難民的全方位關懷
與照顧。

 ◆ 2021.04.11 馬來西亞固體廢料管理機構（SWCorp）主席達羅雅（YB Dr. 

Daroyah binti Alwi）率領管理階層員工，拜訪慈濟馬六甲分會，
了解慈濟環保推動概況，並前往峇株安南慈濟喜捨環保教育站實
地觀摩。

 ◆ 2021.04.11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精實企劃室環保推展組關懷環保志工健康，除
啟動雲端健康關懷系統、於環保據點設置血壓測量設備、安排人
醫會定期健檢外，也結合各縣巿衛生局社區營養推廣中心，展開
均衡飲食培訓。本日課程分別在高雄、彰化靜思堂舉行，邀請營
養師說明食物營養特性，逾三百四十人參加，學習營養評估，照
護環保志工健康。

 ◆ 2021.04.11 慈濟五十五周年系列活動，擬於5月3日舉辦《靜思法髓妙蓮華》
經藏演繹，5日舉辦感恩祈福會。前置作業本日正式展開，含舞
臺組裝、場地布置、地標張貼、入經藏團隊進駐、彩排演練等
工作。

 ◆ 2021.04.11 臺灣殯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李濂淞，偕同「76行者
遺體美容修復團隊」召集人陳修將、洪詩晴伉儷，及王薇君、
邱柏森、彭筱琪等人，於靜思精舍與證嚴上人座談，分享參與
「0402臺鐵408車次太魯閣號事故」罹難者遺體修復的點滴心路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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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12 印尼雅加達東區志工於12至23日舉辦素食便當義賣活動，所得全
數捐助東努沙登加拉省（Nusa Tenggara Timur）水患災民。

 ◆ 2021.04.13 斯里蘭卡可倫坡慈濟志工為籌募慈善基金，每月定期舉辦素食義
賣，時逢13、14日「泰米爾新年（Sinhala Tamil New Year）」，
特別製作傳統節日食物，推廣美味素食。

 ◆ 2021.04.15 慈濟加拿大分會接獲善心人士邵氏伉儷，捐贈卑斯省列治文一處
農場，歷經一年左右洽談及轉名過戶等手續，於4月14日生效，
本日農場管理員正式將鑰匙轉予慈濟。

 ◆ 2021.04.15 慈濟基金會應邀參加臺南巿政府一一○年全民防衛動員暨災害防
救（民安七號）演習，承接災民收容區、炊事區、宗教撫慰區、
素食用餐區、志工服務單一窗口區，並支援淨斯多功能福慧床、
環保毛毯等多項救災物資。

 ◆ 2021.04.17 慈濟基金會第六期防災士培訓計畫，17、18日在臺中靜思堂開
課，招收兩班，共七十人取得證照。

「76行者遺體美容修

復團隊」發言人王薇

君（中），向證嚴上

人分享為罹難者修復

遺體的心境點滴。圖

片／花蓮本會提供

列治文農場正式交予

慈濟，由加拿大分會

執行長唐嘉濱（前排

中間）帶領團隊，接

下鑰匙。攝影／黃雅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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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17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於桃園靜思堂舉辦均衡飲食培訓課程，邀請臺

北慈濟醫院營養師趙珮婕分享食物營養特色、供餐衛生及菜單設
計等，共二百一十五人參加，以利落實環保志工的健康照護。

 ◆ 2021.04.17 慈濟五十五周年系列活動，靜思精舍於4月17日至5月3日禮拜
《法華經》。

 ◆ 2021.04.20 慈濟第三十四期彰化大愛媽媽成長班，本日課程邀請「陸爸爸說
演故事劇場」藝術總監陸育克老師，以「說故事喚起心中的孩
子」為題，與五十三位大愛媽媽分享說故事的要領。該期成長班
於3月9日開課。

 ◆ 2021.04.22 慈濟基金會與「5% Design Action」社會設計平臺、聯合新聞網
《倡議＋》等，22至24日在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合辦「永
續•地球解方2021設計行動高峰會」，執行長顏博文於「企業行
動當責」永續設計行動提案，以育樂與意義並存的永續時代為
題，分享和「5% Design Action」合作設計改善環保站環境之經
驗，以增進年輕人投入意願。

 ◆ 2021.04.24 慈濟高雄分會於高雄靜思堂，舉辦「一一○年度高屏區慈濟醫院
新進醫院志工訓練」課程，計一百九十位學員參加。

 ◆ 2021.04.24 迎接慈濟五十五周年，桃園慈濟志工首次在八德靜思堂舉辦朝山
活動，共三百一十人参加。

 ◆ 2021.04.24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於24、25日在新店靜思堂舉辦「2021年慈濟社
區教育功能講師培力研習營」，來自全臺共七十位教聯會老師及
教育志工參加。

 ◆ 2021.04.24 桃園慈濟志工本日在「桃園77藝文町」、5月2日在仁愛巿場，舉
辦浴佛活動，邀請民眾虔誠沐佛恩，祈求新冠肺炎疫情早日消
弭。

 ◆ 2021.04.24 慈濟五十五周年，北區慈濟志工於社區舉辦朝山活動，本日在板
橋志業園區、25日在萬華靜思堂辦理，遵循新冠肺炎防疫規定，
所有人員全程佩戴口罩、量體溫、酒精消毒，並採實名制進行。

 ◆ 2021.04.25 慈濟印尼分會大愛媽媽培訓課程，首次與臺灣花蓮本會連線，邀
請靜思精舍師父、教聯會老師擔任講師，共七百五十一位志工上
線學習。

 ◆ 2021.04.26 新竹縣慈濟志工首次在寶山鄉雙溪村舉辦社區浴佛，計四十一位
會眾參與。該村鄉親往年都到新竹靜思堂浴佛，志工考量其年紀
漸長，不宜往返奔波，遂商借一處辦公大樓場地辦理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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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27 慈濟印尼分會執行長團隊透過視訊會議，向證嚴上人報告印尼慈
濟醫院籌建進度、試營運啟業請示，以及東努沙登加拉省（Nusa 

Tenggara Timur）4月水患賑災分享等。

 ◆ 2021.04.27 慈濟越南茶榮共修處，即日起升格為茶榮聯絡點；並敦聘陳德龍
擔任聯絡人，陳氏錦瓊擔任副聯絡人，任期至12月31日止。

 ◆ 2021.04.28 慈濟基金會臺中巿大里靜思堂，本日取得「110中都使字第00579

號」使用執照。該靜思堂於2017年8月21日啟建，2021年1月5日
竣工，址在臺中巿大里區東湖里，為地下一層、地上四層建物。

五月
 ◆ 2021.05.01 印尼慈濟分會每年舉辦大型義賣，為印尼慈濟醫院籌募基金。本

年度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改為「百萬心蓮」募心募愛活動，志
工暨職工即日起向民眾宣導勸募。

 ◆ 2021.05.03 印度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自4月下旬起，連日單天確
診逾三十萬人，死亡人數節節攀升。證嚴上人心繫疫情，也擔心
印度靈醫會神職人員在沒有充分防護裝備之下，前往醫院照顧染
疫病患，遂於本日的志工早會中，公開呼籲募集全球人的愛心，
以提供足夠防護設備馳援印度，並再三叮囑基金會職工，急難疫
情當前，不要等待對方來求援，應主動關懷了解當地需求。
慈濟在印度未設立聯絡處，但自2020年起，新冠肺炎疫情援
助因緣，已與印度靈醫會、仁愛傳教修女會，以及佛教組織
（ABM）、多家藏傳佛寺合作，除提供防疫物資外，也攜手展
開紓困發放，關心受疫情影響的弱勢群族。上人提醒在座的主管
及職工要「借力使力」，疫情嚴重威脅生命，加上封國封城，慈
濟無法投入人力、親赴當地關懷，此時更要借重當地組織的人力

慈濟志工商借新竹

縣寶山鄉雙溪村辦

公大樓舉辦浴佛活

動，邀請社區鄰里

民眾一起來參與，

同霑法喜。攝影／

卓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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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將援助物資送到每一位需要的人手上，提供足夠的防護，
不可以讓靈醫會神職人員沒有走出醫院的機會。
慈濟基金會響應證嚴上人呼籲，於6日午間，以靜思精舍為起
點，舉辦「大愛共伴•造福行善」全球雲端祈禱活動，由精舍師
父帶領四大志業體主管、職工及全球慈濟人，虔誠一心為印度祈
福；計二十五個國家地區、近四千個連線點參加。同時，人人也
響應募心募愛行動，其中在臺北慈濟醫院，除了院長趙有誠率領
全院同仁祈禱，陸續捐出竹筒零錢外，接受心臟手術、當天要出
院的班女士聽聞有此活動，也慷慨解囊盡一分心力，祈願疫情早
日平息。

同一天，在馬來西亞的吉打慈濟幼兒園，因應政府行動管制令發
布，提早舉辦浴佛典禮，師生也響應上人在志工早會的呼籲一起
捐款行善，許多小朋友捐出奶瓶撲滿，為援助印度疫情奉獻自己
的小小力量；其中，四歲的陳俞希在捐出奶瓶撲滿時，表示自己
要救苦難的人，希望天下所有人都平安。

臺 北 慈 濟 醫 院 響 應

「大愛共伴．造福行

善」全球雲端祈禱活

動 ， 看 診 病 患 及 家

屬也參與募心募愛活

動。攝影／盧義泓

慈濟馬來西亞新山支

會響應「大愛共伴．

造福行善」全球雲端

祈禱活動，眾人虔誠

為印度祈福，期盼疫

情早日平息。攝影／

陳志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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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5.03 慈濟五十五周年系列活動，於花蓮靜思堂舉辦《靜思法髓妙蓮
華》經藏演繹，含四大專業演繹團隊、入經藏菩薩、青年志工等
約七百八十人演繹前段曲目，含《無量義經》及《法華經•序
品》之〈法華六瑞相〉、〈法華會上〉、〈彌勒問〉及〈文殊
答〉，逾六百人觀禮；另，連結全球分支會據點同步直播。

 ◆ 2021.05.05 慈濟五十五周年系列活動，於花蓮靜思堂舉辦感恩祈福會，節目
內容含「慈濟55行願之路」、「慈濟55共善人間」影片，以及由
四大專業演繹團隊、入經藏菩薩、青年志工等共同演繹《靜思法
髓妙蓮華》，含〈法華六瑞相〉、〈法華七喻〉等後段曲目，近
六百人觀禮；另，連結全球分支會據點同步直播。

 ◆ 2021.05.07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慈濟巴生支會取消社區道場浴佛活
動，志工提早於7、8日前往公主城、甘榜爪哇和池龍，進行「送
佛、送福到家」活動，將轎車後車廂改裝成行動浴佛臺，邀請志
工共沐佛恩。

 ◆ 2021.05.0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於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舉辦
「一一○年水土保持月」啟動記者會暨博覽活動，跨領域邀請各
單位，共同宣導水土保持的重要性。慈濟基金會應邀參與，展示
多項救災開發製品，如可攜式過濾桶、汽化爐、緊急避難包等。

 ◆ 2021.05.08 慈濟五十五周年系列活動，美國總會及各分支會、聯絡處透過視
訊連線，與臺灣花蓮靜思堂主場同步舉行浴佛典禮，因新冠肺炎
防疫關係，現場僅開放少數人員參與，其他志工、會眾則以居家
線上浴佛方式進行。

 ◆ 2021.05.08 慈濟五十五周年系列，慈濟加拿大分會是日邀請全加志工，參加
全球連線浴佛典禮；9日，舉辦浴佛祈福會。當地新冠肺炎疫情
嚴峻，兩場活動均採線上進行，計五百六十四人參加。

 ◆ 2021.05.08 慈濟馬來西亞哥打丁宜聯絡處首次在雙溪巴板（Sungai Papan）
的海上原住民村落，舉辦浴佛典禮。該村係因2020年雙溪巴板淡
米爾學校校長提報慈濟申請助學金之因緣，志工每月定期前往關
懷，發放生活物資，以緩解他們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生活無以
為繼的困境。

 ◆ 2021.05.09 慈濟五十五周年系列活動，以花蓮靜思堂、臺北臨濟護國禪寺與
龍山寺為主場舉辦浴佛大典，全程遵守新冠肺炎防疫規範，採實
名制，並以齋戒卡取代「香湯」。全球計四十九個國家地區、近
二十萬人透過視訊同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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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5.09 慈濟香港分會浴佛活動，遵循政府新冠肺炎防疫規範，是日在靜
思堂辦理四場，每場人數四十人；其中首場浴佛，透過視訊，連
線臺灣花蓮靜思堂同步舉行。

 ◆ 2021.05.09 慈濟新加坡分會於靜思堂舉辦六場浴佛活動，首場連線臺灣花蓮
靜思堂同步辦理，共約四百人參加。原擬邀請每場一百二十人
參加，因新加坡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政府宣布8日起提升防疫措
施，分會緊急應對、縮小規模、限制人數動線，並於會後全面消
毒，確保落實防疫。

 ◆ 2021.05.09 馬來西亞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慈濟馬來西亞分會、吉打
分會、雪隆分會、馬六甲分會首次串連舉辦聯合線上浴佛，連
線臺灣花蓮靜思堂主場，同步有一萬六千多條線、逾二萬五千
人參加。

 ◆ 2021.05.09 慈濟斯里蘭卡漢班托塔辦事處舉辦浴佛典禮，因應新冠肺炎疫
情，縮減現場參與人數；可倫坡志工則連線臺灣花蓮本會同步
進行。

 ◆ 2021.05.09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舉辦孝親感恩活動，透過奉茶獻花、茶會互動
等方式，倡導孝道倫理，感念父母養育之恩，並歡慶母親節。

 ◆ 2021.05.10 臺灣天主教靈醫會海外救助（CADIS）執行長黃浩然神父及募款

慈濟第二年與臨濟護國禪寺舉辦浴佛大典，今年再增加第三個主場地

在龍山寺，透過現場直播，邀請人人齊聚雲端，誠心共沐佛恩。攝影

／蕭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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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李麗秋，前來花蓮靜思精舍拜會證嚴上人，就近日印度
新冠肺炎疫情援助合作事項進行交流。執行長顏博文、副執行長
熊士民帶領宗教處團隊列席與會。

 ◆ 2021.05.10 海地慈濟志工慶祝慈濟五十五周年，以志工、會員、僑胞、使館
人員為主，不對外開放，除參與全球「線上浴佛」外，另在戶外
進行小型浴佛、朝山等活動，虔誠祈禱疫情早日過去。

 ◆ 2021.05.11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繼2016年後，再度榮獲休士頓市政府表揚，訂
本年度3月29日為「慈濟日」，表彰志工長年耕耘社區，並於新
冠肺炎疫情期間無私付出。本日志工受邀參加巿議會舉辦的線上
公告典禮。

 ◆ 2021.05.11 慈濟紐西蘭分會志工前往基督城，為當地志工送上新春祝福與福
慧紅包，並參加基督城慈濟志工服務十年的迪爾塔中心熱食供餐
活動。新春祝福原訂2月舉行，因奧克蘭爆發新冠肺炎社區感染
案例而延宕。

 ◆ 2021.05.12 慈濟基金會防疫協調總指揮中心是日召開防疫會議，因應11日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臺灣進入社區感染一事，進行各項防疫
措施討論，包括全面提升靜思精舍、全臺靜思堂等各地場所防疫
管制，並配合政府規範，嚴格落實實名（聯）制；另，七家慈濟
醫院志工服務全面暫停。

 ◆ 2021.05.14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本日新增二十九例本土案例。慈濟基金
會防疫協調總指揮中心緊急發布新防疫公告，即日起暫停臺北、
新北、基隆、宜蘭、桃園之靜思堂活動，不對外開放。

 ◆ 2021.05.15 慈濟五十五周年系列活動，慈濟美國總會串聯各分支會聯絡點，
動員全美四百五十五人，透過音樂、戲劇、手語等方式，舉辦雲
端《佛陀的一生》演繹活動。

美國德州休士頓巿政府頒訂

「慈濟日」證書。攝影／劉

本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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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5.16 慈濟荷屬聖馬丁聯絡點舉行浴佛典禮，並自即日起至20日為照顧

戶發放紓困生活包，22日因應政府提升防疫警戒、禁止群聚，遂
改為逐戶發放方式。

 ◆ 2021.05.17 慈濟基金會本日行政處主管會議，因應近日臺灣新冠肺炎疫情趨
於嚴峻，特別開放全體職工透過視訊連線參與，並布達本會防疫
政策、各地分流及居家辦公原則、防疫請假等事宜。

 ◆ 2021.05.20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9日宣布全
臺防疫升三級警戒。慈濟基金會遵循防疫政策，北區員工率先於
17日實施分流異地、居家辦公等措施，緊接著中區、南區陸續執
行，本日東區正式啟動。

 ◆ 2021.05.20 慈濟基金會首次與「PaGamO」線上遊戲學習平臺合作，推出環
境教育數位遊戲課程，讓學童學習環保、防災等知識。因應臺
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首波線上課程以「防疫惜水一起來」為主
題，提升孩童對於防疫及珍惜水資源的正確認知。
慈濟之所以跨足線上遊戲學習平臺合作，其因緣可溯及2019年。
當年正逢臺灣九二一地震二十周年，也是莫拉克風災十周年，慈
濟基金會推出「莫忘那一年」防災教育系列活動，透過與各縣
巿政府合作，辦理防災教育特展，結合各式防災演練、闖關活
動，帶動民眾提升防災意識；其特展也進駐校園，展開巡迴展
出活動。慈濟也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合作，舉辦「喚醒防災
DNA」特展。在在都是為了提高民眾防災的緊急應變知識，時
時居安思危。
2020年，慈濟除了與多個縣巿政府簽署合作共善，持續宣導防災
教育觀念外，適逢慈濟環保推動屆滿三十年，一系列環保教育特
展、宣導清淨在源頭等活動，也在各地如火如荼展開，倡導珍愛
地球、愛護生態、疼惜資源的重要性。

執行長顏博文向全體

職工說明慈濟因應三

級警戒，各項防疫措

施執行的考量與必要

性 ， 請 人 人 共 體 時

艱。攝影／顏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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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遷，各地頻傳災害，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人
們生活被迫改變，不論是防災教育或環保教育，不應僅止於特展
實體活動，而是需要深植在人人的日常之中，特別是孩童必須從
小教育起。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十分關注各種環境警訊，認
為「環境教育、防災與防疫知識」推動的腳步刻不容緩，因此
決定攜手「PaGamO」線上遊戲學習平臺，讓慈濟防災與環保教
育，從線下實體活動，躍進成為線上數位學習，讓孩童透過線上
遊戲互動，學會對環境友善，也學習防災與防疫等基本知識。

慈濟和「PaGamO」以公益合作方式，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
教育研究所教授葉欣誠與環教團隊共同出題，在教育部、環保署
和內政部消防署等共同指導，以及大愛感恩科技與華碩電腦公司
贊助之下，結合縣市政府教育局、環保局與消防局等力量，推
動數位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素養，為高中、國中、小學學生量
身訂做「環保防災勇士養成計畫」，透過網路打造環保防災遊
戲學習平臺，讓環保防災知識突破時間、場域空間的限制，用
「環保防災電競遊戲」的方式，讓環境教育從小做起，讓學習
發揮最大效益。

慈濟與「PaGamO」攜手合

作 ， 以 「 環 保 防 災 電 競 遊

戲」的方式，讓學童在闖關

答題時，學會環保、防災與

防疫的基本知識。攝影／張

惠翔

慈濟基金會與「PaGamO」線上遊戲學習平臺合作，首

波課程主題「防疫惜水一起來」，提升孩童對防疫及珍

惜水資源的正確認知。圖片／PaGamO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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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臺灣新冠肺炎疫情進入社區感染，全臺提升為三級警
戒，教育部宣布「停課不停學」，全臺各級學校改採線上教學，
學童居家遠端學習。「PaGamO」平臺創辦人暨臺大電機系教授
葉丙成，表示該平臺已有超過一百五十萬學生用戶註冊，透過此
線上遊戲平臺學習學科知識；臺灣正處嚴格防疫期間，除全力支
持全臺師生停課不停學，更希望與慈濟的合作，能讓全球學童有
機會透過線上學習，懂得珍惜環境資源，避免地球環境更加崩
壞，不讓下一代面對更危險的災害。

 ◆ 2021.05.20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獲孔查理市（Conchali）市長，及利坎安
泰小學（Escuela Básica Likan Antai）校長表揚，感恩志工自2020

年起，持續協助校園清寒家庭糧食包發放、「社區的鍋」餐食供
應等慈善濟助。

 ◆ 2021.05.23 慈濟基金會防疫協調總指揮中心因應臺灣新冠肺炎疫情趨嚴、醫
療量能緊繃，每日上午8時召開的防疫會議，即日起，地點改在
上人會客室，提早於7時45分召開；第二階段為醫療志業防疫會
報，邀請臺北、臺中、大林、花蓮等慈濟醫院團隊加入線上會
議，共商防疫對策。

 ◆ 2021.05.26 靜思精舍德慈師父，是日晚間病逝，享耆壽八十七歲。慈師父本
名呂阿月，1963年於花蓮慈善院結識證嚴上人，翌日皈依座下，
法號悟雲、字德慈，為上人第一位出家弟子。

 ◆ 2021.05.26 慈濟科技大學第一屆校長楊思標教授，本日於臺大醫院辭世，享
嵩壽一百零一歲。

 ◆ 2021.05.26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證嚴上人呼籲人人「防疫停、聽、
看」，落實防疫工作、感恩醫護等前線人員，讓己心寧靜自
省。慈濟基金會即日起至8月22日，推出「慈濟人的結夏安居計
畫」，邀請全球慈濟人透過視訊連線，參與靜思精舍早課、聆聽

慈 濟 遵 守 全 臺 三 級 警

戒，慈善會議、醫療會

報以雲端視訊會議方式

進行；圖右為臺北慈濟

醫院會議室連線畫面。

攝影／顏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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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業分享等，減少外出群聚。

 ◆ 2021.05.31 英國伍斯特郡莫爾文（Malvern Hills）慈濟志工第四次舉辦朝山
暨浴佛活動，慶祝慈濟五十五周年，計二十七人參加。朝山於
2017年起舉辦，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停辦乙次。

 ◆ 2021.05.31 馬來西亞爆發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感染及重症人數增加，醫
療量能嚴重吃緊。慈濟雪隆分會實業組志工成立專案募款小
組，串連伊斯蘭非政府組織協調聯盟委員會（ACCIN）、馬來
西亞天主教會主教團 （CBCM）、馬來西亞金剛乘佛教總會
（VBCM）等多個組織支持，展開「疫情升級•愛心倍增」專案
基金（Malaysia Solidarity Covid-19 Fund）籌募行動，用於ICU中
央監視系統、氧氣供應及呼吸輔助儀、高流量氧氣鼻導管等設備
購置，支持當地醫療系統對抗疫情。

六月
 ◆ 2021.06.02 慈濟五十五周年「佛誕節、母親節、慈濟日」三節合一浴佛大

典，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措施，以大愛臺直播、社區自行邀約
等方式進行。截至本日，全球四十九個國家地區，逾二十一萬人
次參與。

 ◆ 2021.06.03 花蓮縣長徐榛蔚、立法委員傅崐萁聯袂到訪靜思精舍，拜會證嚴
上人，感恩慈濟在「0402臺鐵太魯閣火車事故」、新冠肺炎防疫
等援助行動的努力與付出。

 ◆ 2021.06.06 慈濟基金會6月大型精進日，以視訊連線方式舉行，全球共五十
個國家地區、逾三萬六千人參加。因應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
課程臨時調動，特邀請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臺北慈濟醫院院
長趙有誠、臺中慈濟醫院院長簡守信，分享近期疫情醫療動員概
況等。

花蓮縣長徐榛蔚、立

法委員傅山昆萁聯袂來

訪 ， 與 證 嚴 上 人 座

談。圖片／花蓮本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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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08 慈濟南非分會第四十二次「深入本土志工專案」，四位德本本土

志工8、9日於貢布（Qumbu）關懷五個供食關懷點、愛心菜園運
作情形，並與各區志工分享濟助原則、慈善紀錄等重點工作。

 ◆ 2021.06.09 慈濟印尼分會與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舉辦一場視訊交流
會議，針對支援政府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畫、災後急難救助、老
人照顧等三大議題，研討未來雙方合作的可能性。

 ◆ 2021.06.11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馬六甲、吉打分會暨所屬各支會聯點，應
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邀請，參與馬來西亞地區急難及
關懷救助工作線上會議，了解僑民及旅馬國人急難救助聯絡網運
作，及經文處處理緊急案件概況。

 ◆ 2021.06.12 慈濟新加坡分會理事會成員沈喜洲，6月6日急性心肌梗塞往生，
享壽七十一歲。沈喜洲出生貧寒家庭，年幼家住山頂，居住的木
板屋逢雨必漏，用水需爬山過嶺至公共水井提取，造就他日後節
儉的習慣。少年時期，半工半讀完成學業，1975年與蔡雅歲締結
連理，育有一雙兒女；成家後開始創業，一路打拼，一手創立的
乃德工程有限公司，如今業務遍佈東南亞各國。
2007年，沈喜洲夫婦在實業家王威勳和劉瑞士的邀約下，前往臺
灣參與「靜思生活營」；翌年，他邀友人再度參與，並被證嚴上
人的悲願和慈濟志業所震撼，返回新加坡後，便積極投入慈濟各
項活動，承擔新加坡實業家總召集人，帶動企業界朋友加入志工
行列。

歷經兩年志工培訓，夫妻倆於2010年同時受證慈誠、委員，皈依
上人座下；沈喜洲法號「濟揚」，蔡雅歲法號「慈宣」。因了解
推動志業的善款來之不易，除自己捐款響應外，也積極召募實業
家朋友一起行善，並自2010年起，承擔慈濟基金會（新加坡）理

新加坡慈濟志工沈喜

洲（左），加入慈濟

後非常精進，處處可

見 他 參 與 活 動 的 身

影，把握付出機會，

把生命價值發揮得淋

漓盡致。圖片／新加

坡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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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成員，兼任籌款委員會及活動委員會主席至今。舉凡募心募
款，他都一馬當先，不少人受到他的熱忱誠懇所感動，進而在他
的接引陪伴下，一步步成為慈濟志工。2014年，沈喜洲將他在新
加坡兀蘭廠房的一樓空間撥出，設立慈濟環保教育站；並將二樓
空間改建，成為慈濟在北部的社區道場。

沈喜洲夫婦生活簡樸，家事親力親為，而在慈濟活動中，舉凡濟
貧訪視、國際賑災、環保分類、每日薰法香等，都可以見到二人
積極投入的身影。沈喜洲的驟然辭世，讓所有慈濟志工不捨，考
量新冠肺炎防疫管制，新加坡分會當天啟動線上助念，邀請人人
為其祝福。 

8日晚間，慈濟新加坡分會與沈喜洲家屬，共同在新加坡禮儀坊
舉辦追思會，治喪處嚴守防疫人數限制，遂同步網上直播，並由
靜思精舍德勷師父代表證嚴上人恭讀追思文，來自新加坡、馬來
西亞、臺灣和英國等近八百人共同緬懷沈喜洲的一生風範。本日
辦理告別式，前往火化場前，靈車從治喪處出發，沿途特別安排
行經靜思堂、環保教育站，志工們列隊送別，虔誠祝福沈喜洲師
兄乘願再來。

 ◆ 2021.06.12 慈濟香港分會舉辦「玩出新意思」遊戲工作坊，邀請兒童親子成
長班與慈少班隊輔、教育志工及家長等共二十二人，透過遊戲互
動，學習如何依活動需求，規劃暨設計遊戲式教學。

 ◆ 2021.06.12 慈濟高雄岡山志業園區志工，即日起在大愛農場試種魚腥草、抹
草，因成長良好，7月決定擴大藥草園，收成後做為「淨斯本草
飲」藥材成份之一。

 ◆ 2021.06.17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慈濟基金會配合政府三級警戒，環保據
點全面暫停，宗教處關懷全臺環保志工現況，結合環保幹事及
站長，即日起至25日，電訪或親訪共一萬三千七百零五位環保志

沈喜洲追思會嚴守現

場防疫人數限制，並

同 步 網 上 直 播 ， 近

八百人共同緬懷他的

風範行誼，虔誠為其

獻上祝福。攝影／柯

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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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針對其中需要生活物資協助的三百一十九人，送上安心生活
箱等，而另四十位急需經濟協助者，列入濟助關懷對象。

 ◆ 2021.06.20 慈濟美國總會人文志業發展室於20、27日舉辦「2021年美國慈濟
人文真善美線上研習會」，邀請臺灣慈濟基金會文史處、宗教處
及大愛電視臺新聞部，透過視訊會議，交流慈濟文史紀錄、人文
真善美的轉型與永續發展、活動報導以及新聞製作的方向。

 ◆ 2021.06.22 慈濟基金會文史處組織架構調整，即日起，下設「採輯室」、
「文宣室」及「研修室」，各室下設二至四組。

 ◆ 2021.06.30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受邀參與會所轄區的市民大會（Town hall 

meeting），藉此了解社區民眾需求，深化與社區組織的合作網
絡，並與地區團體交流互動。

七月
 ◆ 2021.07.03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盛大舉辦三十周年慶活動，主題為「立足

三十，繼往開來」，同時進行珍稀古物慈善義賣，收入悉捐慈善
基金。

 ◆ 2021.07.03 慈濟基金會響應政府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畫，動員職工人力，支
援花蓮慈濟醫院於3日在中華國小、8日在花蓮高工的疫苗注射服
務，每次動員十五人。基金會職工主要負責場外報到、動線引
導，以及協助長輩填寫資料等，並在長輩完成接種、休息時間，
隨時觀察他們身體有無不適狀況，以利通報醫護人員協助。

 ◆ 2021.07.03 衛福部長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是日下午來到慈濟
新店靜思堂，關心新冠肺炎疫苗施打情況，並慰問臺北慈濟醫院
醫護團隊，感謝慈濟出借場地，以及響應政府防疫工作。

 ◆ 2021.07.03 慈濟基金會教育功能團隊合心共識研討會，配合新冠肺炎防疫三
級警戒，改採線上辦理，原三日活動濃縮至一日，含講師、學

慈濟基金會支援花蓮慈濟

醫院執行新冠疫苗接種，

報名的職工多數已接種疫

苗，並在院方完整的防疫

衛教下展開志工服務。攝

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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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作人員共一千四百四十五人參加。

 ◆ 2021.07.04 慈濟基金會七月委員、慈誠精進日，以「居家守志停聽看•師徒
分秒共一堂」為主題，以視訊直播方式展開，來自全球四十五個
國家地區、七十四個社區道場，以及志工居家線上參與，計三萬
一千五百二十五人同步精進。

 ◆ 2021.07.04 慈濟美國總會於聖迪瑪斯志業園區，舉辦「國恩•家聚•回家相
見」活動，當天含竹筒回娘家、獄友手工飾品義賣、愛心捐款
等，募得逾一萬五千美元，捐助臺灣防疫工作。

 ◆ 2021.07.05 慈濟約旦分會負責人陳秋華偕同團隊，5日拜會哈希米慈善組織
（Jordan Hashemite Charity Organization）、6日參訪塔拉博特社區中
心（Tarabot Community Center），了解該中心職訓計畫推展現況。
慈濟2019年與哈希米慈善組織簽訂合作協議，贊助中心運作。

 ◆ 2021.07.09 慈濟基金會全球共善學思會，第二場主題「臺灣慈善與社會創新
⸺疫情下的慈善援助」，邀請臺灣大學教授馮燕與葉丙成、政
治大學教授江明修、臺灣數位文化協會秘書長陳文良、青年歷史
學人謝金魚等，一起交流。

 ◆ 2021.07.09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人事異動，原任執行長葛卓言卸任，由鄧博
仁接任，任期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

 ◆ 2021.07.09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志工陸續在新北巿、新竹巿、花蓮縣等地，透
過親送或郵寄等方式致送脈衝式血氧機，關心法親家人、環保志
工等身體健康。

 ◆ 2021.07.09 澳洲布里斯本慈青於9至11日舉辦「慈青生活成長營」，學員透
過密室逃脫、訪視關懷，及環保任務等活動了解慈濟理念，並邀
請宗教處職工高敬堯分享新冠肺炎防疫物資採購過程。

 ◆ 2021.07.10 美國伊利諾州聯邦眾議員比爾•佛斯特（Bill Foster）參訪慈濟芝
加哥分會，除感謝慈濟6月底龍捲風急難救助的高效率外，也進
一步了解慈濟志業，期待未來能共同為社區提供更多服務。

伊利諾州聯邦眾議員比爾．佛

斯特（右）來訪，慈濟芝加哥

分會執行長謝重輔（左）透過

一張照片介紹慈濟志業。攝影

／馬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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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12 慈濟基金會溫馨分享，每週一下午舉辦，由各處室報告志業新

知。本日，執行長辦公室特邀莫三比克慈濟志工蔡岱霖，分享索
法拉省梅圖希拉七座大愛農場耕耘點滴，農場由六位本土志工負
責管理，並清楚記錄播種、挑水灌溉與蔬果成長等，收成後濟助
當地弱勢族群，落實自力更生之精神。

 ◆ 2021.07.13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人事異動，新聘董秀美、田金香共同擔任
副執行長，任期自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

 ◆ 2021.07.17 慈濟香港分會舉辦「香格里拉延伸計畫訪視分享會」，志工
七十三人、香格里拉飯店集團員工十二人參加。由訪視志工陳悅
徵率先為大家介紹慈濟慈善志業的緣起與理念，接著詳細介紹訪
視須知的注意事項，包括如何溝通表達真誠，如何與案家展開話
題，如何尊重案主私隱，用什麼方式聆聽可傳達心意，也要避免
作出服務範圍以外的承諾等。

慈善工作是慈濟志業的根基，早年證嚴上人親領志工訪視，親身
教導如何關懷貧病，立下「親耳、親眼、親手、親腳」的訪視模
式，輔導案家自立或往生為止。然而，社會環境、家庭結構隨著
時代變遷而改變，慈濟訪視工作因地制宜，配合當地社會需求而
權宜微調，但核心價值不變，即「親身訪視，見苦知福；感恩尊
重，悲智雙運」。
分會執行長施頌鈴強調，理論與實務不同，理論是理論，解說時
清晰明白，但親身到了訪視現場，實際下去做時，未必可以把所
知的理論運用出來，甚至也出現案家狀況特殊，志工進退兩難的
窘境。對此，課程特別設計三個不同類型的模擬個案，請志工演
繹案主及家人角色，現場隨機邀請學員擔任訪視志工，面對種種
考驗，如新移民家庭種種刁鑽問題，或是獨居長者各式要求等。

慈濟香港分會與香格

里拉飯店集團甫結束

社區關懷計畫，馬不

停蹄展開新專案，特

辦訪視分享會說明關

懷注意事項與傳承經

驗。攝影／謝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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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集團員工陳家雄接受模擬個案考驗後，覺得做志工比較
容易，但若要與個案接觸，沒有充足準備，可能會問題不斷，也
無法幫助到案家，尤其是有些範疇涉及專業，需要有社工或專業
志工一起完成。模擬個案探訪後，進行分組討論，找出訪視遇到
的問題，探討更好的解決方法。
慈濟香港分會與香格里拉飯店集團的合作因緣，來自於慈濟志
工陳纘強。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蔓延，陳纘強任職的
香格里拉飯店集團主席，問及如何幫助受疫情打擊的弱勢家庭
時，遂向主席介紹慈濟，居中牽線，促成了雙方自5月起合作推
動社區關懷計畫，透過社會福利署及各宗教、慈善機構，為獨居
長者、低收入家庭等發放安心祝福包，內有白米、食用油、餅乾
等糧食，也有口罩、香皂等防疫清潔物資，截至2021年6月底圓
滿，共送出二萬七千七百八十份祝福包，幫助二萬六千二百零六
戶弱勢家庭。
長達十四個月的社區關懷計畫，雖然圓滿結束，但雙方合作仍
不間斷，自7月起啟動新專案，預計針對一百戶「三無人士」家
庭，提供生活、就學、醫療等專案補助。三無人士，即指無公
屋、無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無交稅的家庭，他們是香港最底層
的一群，未享有政府任何補助，靠打零工為生，生活相對清貧
困難。
在執行社區關懷計畫時，香格里拉集團員工雖然跟著志工派發祝
福包，但未必有機會或時間和關懷對象深入互動，往往送了就
走，逗留時間短促，而這項延伸合作的新專案，一方面是希望深
入暗角，挖掘更多需要濟助的家庭，依需求給予實質幫助，另一
方面期待透過深度訪視，啟發香格里拉集團員工的悲心，在實際
接觸互動中感受弱勢的苦，自我省思，多為社會人群付出關懷。

香格里拉延伸計畫訪

視分享會特別設計三

個不同類型的模擬個

案，邀請學員擔任訪

視志工，模擬可能遇

到的各式狀況與因應

方法。攝影／謝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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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17 厄瓜多慈濟志工於卡諾亞（Canoa）聖方濟各永援聖母修女會

（Franciscan Sisters of Mary the Perpetual Help）教堂，舉辦五周年紀
念活動。該國2016年發生大地震，慈濟展開國際賑災，除協助援
建該教堂外，更在當地接引許多本土志工，加入行善濟貧隊伍。

 ◆ 2021.07.24 香港慈濟環保共行館，歷經一年多整建竣工，分會安排三場巡
禮，本日第一場共十六人參加。該館為慈濟大圍聯絡處改建，
前身為慈航幼稚園，由慈航淨院瑞融法師所捐贈，該建物屋齡
逾六十年，屋況不甚理想，遂進行大規模修繕，並改建為環保
建築。

 ◆ 2021.07.27 慈濟基金會配合政府防疫警戒調降二級，即日起，全臺分支會所
及環保據點有條件開放，並落實戴口罩、量體溫、實名制等；個
案訪視關懷、安美計畫緊急居家修繕、社區外展關懷據點等，可
視需求彈性調整，志工須全程做好防護，亦可多善加利用視訊電
話互動。

 ◆ 2021.07.27 臺灣駐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代表曹立傑大使伉儷等，來訪慈濟
阿根廷聯絡處，與慈濟志工邱淑玉、鍾貴滿、趙炎煌等人茶敘。

 ◆ 2021.07.27 慈濟基金會與歐洲植物性飲食推廣機構（ProVeg International）等
合作，27日以「糧食安全的挑戰與轉機」、28日以「飲食習慣的
變與不變」為主題，共同舉辦兩場線上研討會，為2021年聯合國
糧食高峰會暖身。

 ◆ 2021.07.30 土耳其滿納海國際學校舉辦兩場畢業典禮，本日高中部女生班
二十一人、8月2日高中部男生班十人畢業。慈濟土耳其聯絡處負
責人胡光中，及周如意受邀代表出席，頒發畢業證書，祝孩子們
鵬展萬里。

 ◆ 2021.07.31 衛福部長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醫福會執行長
王必勝，是日前往慈濟三重、板橋志業園區，關心新冠肺炎疫苗

滿納海國際學校畢業生

從校長主麻（左一）及

胡光中（右一）、周如

意（右二）手中接下畢

業 證 書 、 結 緣 品 。 攝

影／Mohammed Nimr 

AlJa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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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狀況，並慰勞臺北慈濟醫院醫護團隊、慈濟人醫會的付出。

 ◆ 2021.07.31 慈濟基金會「全球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會」，因應新冠肺炎疫
情，於7月31日至8日1日改採線上模式舉行，主題「大哉教育心
覺醒•守志奉道信願行」，課程分臺灣、美西、美東及歐非四大
時區分頻道進行，以中文為主語言授課，同步十一種語言翻譯，
來自五十二個國家地區、逾二萬名慈濟志工參與。
全球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會始於1995年，早期稱為「全球慈濟精
神研習會」，1997年以全球幹部、全球慈濟人兩大對象，分成兩
梯次舉辦，課程內容也隨之調整，幹部課程著重在行政理念、
組織運作等強化，訂於每年年中舉辦；爾後，慈濟志工組織落實
「四合一」架構，全球幹部研習活動名稱，也統一為「慈濟全球
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會」。

以往每年六、七月，證嚴上人出門行腳，行至北區時，全球慈濟
志工幹部都會齊聚臺灣，參加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會。然而，新
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2020年研習會改以視訊連線方式，並配合
各國時差，拆成兩梯次辦理，其中臺灣疫情平穩，所以志工可至
靜思堂或會所上課；但到了2021年疫情持續延燒，全球確診人口
逼近二億，臺灣也爆發本土疫情，四合一幹部研習會如何進行，
成了基金會宗教處團隊最大的考驗與課題。
時逢5月疫情三級警戒實施，基金會職工依法分流辦公，團隊多
次連線討論，商議營隊主題、課程主軸、課表內容等，並分別於
7月1、18日向上人報告規劃方向。爾後，依循上人的指導，重新
設計出「日不落的慈濟世界」課表，落實線上課程雙向互動，盡
量避免重播，讓全球志工上同樣的課程，人人都有直接參與感，
同時也加強「行善」、「推素」內容，引導每個人體悟生命價值
的意義。

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會

採雲端模式進行，首次

打破時區隔閡，每堂課

程圓滿的背後，都有一

組組縝密的工作團隊緊

盯所有流程。攝影／薛

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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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落的慈濟世界」課表，可謂是慈濟首創。2020年研習會拆
成兩梯，主要也是因應各地時差不同；2021年課程要讓人人同在
一個研習時段，上同樣內容，且全部課程都能上得到，又要避免
工作人員熬夜到深夜2時，以及課程重播，課務團隊不變摸索、
調整，終於想出配套辦法，依亞太、美東、美西、歐非四大時
區，開設兩個頻道，讓各地學員依自己所屬時區自由上線參加。
譬如：亞太時區31日早上7時，由常住德勷師父主持開營，此時
正對應美西時區30日下午16時、美東時區30日晚間19時，美洲地
區慈濟志工可在此時上線參加；而歐非時區正值深夜時段，不開
放頻道，直到早上6時，為亞太時區中午12時，再邀德勷師父主
持一場開營，美東、美西時區則是半夜休息，頻道關閉。唯一預
先錄製課程，是「精舍巡禮」，採直播主導覽模式，由主持人引
導介紹精舍每個空間與環境，與常住師父們話家常等。
在兩日研習會裡，還有「靜思學堂」、「雲端上的真空妙有」這
兩堂課，不分頻道、同時直播；以「靜思學堂」為例，在31日的
美西時區清晨4時、美東時區上午7時、歐非時區下午13時、亞太
時區晚間19時同步開課，大家依所屬時區上線精進，由德淵師父
導讀《靜思法髓妙蓮華⸺衣珠喻》，再由德瑝、德諦、德澄、
德修師父以四題問答，與線上所有志工互動。另外，在專題研討
課程，依慈善、推素、會務等議題分成十六場，志工分組與講師
交流討論。

為成就兩天精進課程，事前準備工作不亞於實體營隊繁雜，加上
網路訊號穩定度、即時翻譯的變化球等，在在考驗宗教處團隊的
應變能力，以及臨時組團人員之間的默契。舉例：一堂課程要能
順利直播完成，就需要動用五名工作人員、五臺電腦、兩臺外接
螢幕，一人負責課堂主持，一人監看中文頻道螢幕，一人負責場

今年度四合一幹部精進

研習會，共十一種語言

同步翻譯，工作人員全

程緊盯兩臺螢幕、監控

英文頻道，同時也要不

時留意中文頻道。攝影

／薛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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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計時，還要監控外文翻譯頻道，以及雲端視訊軟體、網路連線
等順暢問題。此外，十一種語言同步翻譯，募集七十一人組成翻
譯團隊，另外還要有工作人員隨時在旁協助，透過九個頻道把訊
號推播出去，只要有一個頻道出狀況，就是一陣手忙腳亂。
兩天下來，動員線上講師與分享者多達一百零六人，工作人員計
九十三人次，及時在頻道留言板回應各式問題，每堂課程主持
人也會巧妙運用互動遊戲，來增進學員的參與感。8月1日上午圓
緣，上人開示先是感恩科技發達，促成人人能雲端精進，更感恩
每位志工落實慈善等工作；而今面對災厄頻傳、疫情不止，再申
「大哉教育」的重要性。上人說五十多年前，成立慈濟的一念
心，就是「拯救眾生」，不只人物，包含天下萬物，所以期待人
要愛人，更要愛萬物，以虔誠一念守護眾生命，啟發善心，化為
淨化人心的清流，消弭災難。

八月
 ◆ 2021.08.01 慈濟基金會為志業發展之需要，即日起，原文史處高級專員賴睿

伶晉升為文史處主任。

 ◆ 2021.08.05 父親節將屆，各縣巿政府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措施，由政府人員到
府表揚模範父親。多位慈濟志工獲得肯定，含彰化縣永靖鄉黃順
良、陳水池；新竹縣賴世進；新北巿蕭金昌等，均一生為家庭付
出，且熱心公益。本日，中和區賴俊達區長代表市長至蕭金昌家
中致意。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慈濟全球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會

以線上共修方式進行，學員在網路雲端相會，一同精進學

習。攝影／蕭智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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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07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於7、8日舉辦「溯源•青履行⸺慈濟青年

永續人才領培營」，採線上模式辦理，並首次使用情境軟體
（Gather Town），增強互動性。

 ◆ 2021.08.07 臺南巿東區慈濟志工於7、8日在臺南靜思堂製作約一千份廣式蘿
蔔糕，以此歡慶父親節，並義賣捐助「全球共善•救拔苦難」勸
募基金。

 ◆ 2021.08.08 慈濟基金會自2008年起，每逢農曆七月期間，便會擴大於全球
舉辦七月吉祥月系列活動，透過祈福會、愛灑茶會等不同方
式，宣導普度正信意義，破除鬼月諸事不宜、殺生祭拜等迷信
觀念，倡導農曆七月是吉祥月、歡喜月、感恩月及孝親月。
去年，慈濟於七月吉祥月活動期間，特別邀請優人神鼓舉辦兩
場《金剛心》感恩祈福公演，祈福世界平安、疫情消弭，而海
外慈濟志工改以直播連線方式，辦理吉祥月活動；今年，考量
臺灣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升溫，即使7月下旬疫情漸緩、警戒調降
為二級，慈濟基金會審慎評估後，仍決議採高規格標準，全面
以線上模式進行，另外社區小型祈福活動，則嚴格要求落實政
府防疫規範。

2021年度，慈濟七月吉祥月系列活動，本日（農曆7月1日）正式
起跑，鼓勵人人透過網路視訊，參與《地藏經》連線共修、線上
祈福會、相約品書會等，並環扣「慈濟人的結夏安居計畫」，
共同在雲端精進；其中，《地藏經》全球連線共修，分別於8月
8至10日、20至22日，及9月4至6日舉行，共三十一個國家地區、
五十二個社區道場及個人上線，逾五萬二千人次參與。
8月22日，時逢農曆7月15日中元節，往年舉辦的大型祈福會，改
成「雲端飲水」暨線上祈福會，共十五個國家地區、逾四千人參
加。這是慈濟自舉辦七月吉祥月大型活動以來，首次在線上舉辦

慈濟七月吉祥月線上

祈福會，常住師父帶

領 拜 經 ， 虔 誠 禮 拜

八十八佛、懺悔文。

攝影／陳誼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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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會，並在祈福會前又特別精心安排五場「雲端飲水」，在
「解夏」安居這一天，邀請人人在線上，與精舍師父相約品法
香，尋求人生疑惑的解答，以法水洗滌內心。
過往在慈濟營隊、研習活動中，均會規劃一個時段環節，邀請常
住師父和學員們座談，不論生活苦惱、人際關係、工作問題，乃
至培育新進志工等，各種當下遇到的難關、心結，都可在此時提
出，汲取他人經驗，再由師父開導，分享佛法教導，為其解惑，
此課程統稱為「飲一杯智慧的水」。由於新冠疫情影響，無法面
對面互動，改在雲端相見，透過科技幫助，仍可幫志工解惑釋
疑，依然可以飲智慧水，故稱之為「雲端飲水」。
七月吉祥月「雲端飲水」，分人際關係、工作、健康、家庭、感
情五大主題，每一主題都有一位常住師父，也依主題內容邀請專
業領域人士參與，提供專業建議。「人際關係」主題最為熱門，
逾四百人上線詢求釋疑，由德澄師父為大家解惑，並請來慈濟科
技大學心理輔導老師隋彧彬，分享人際面面觀，幫助大家解決人
際問題。
其次是「健康」主題，邀請德瑔師父，以及慈濟醫院腎臟內科王
智賢醫師，從身體健康到心靈壓力等，一一回答大家的問題，同
時也分享健康資訊。接著是「家庭」主題，夫妻情感、親子相處
是此主題常提到的問題，花蓮慈濟醫院精神醫學部心理治療及諮
商中心主任林喬祥，建議為人父母者，與其擔心還不如用祝福的
心對待孩子，在溝通過程陪伴孩子成長，德澡師父則勉勵要用柔
軟態度面對婚姻家庭，緣有深淺，若逆緣來時總是吵鬧，反而結
下更多惡緣。

慈濟基金會七月吉祥月祈福會，今年首次以線上方式舉行。

圖片／李志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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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主題，請來德修師父，以及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
育學系助理教授吳淑娟，為大家紓解情感心結。最後一個主題
「工作」，德淵師父以自身為例，分享放下工程師高薪，成為新
加坡靜思書軒第一位職工，最後來到靜思精舍出家的心路歷程，
及在職場如何與同事結善緣，此主題的專業人士請到了慈濟基金
會副執行長劉效成，勉勵大家在職場工作環境，要以誠去關懷同
事，工作若有不當應先關懷、了解原因，再引導他改變。
「雲端飲水」結束後，緊接著舉辦線上祈福會，由常住師父帶領
眾人，在線上誠心祈福，但願疫情早日消弭。「雲端飲水」首
次嘗試，頗獲好評，許多志工反應雖無法回到精舍，與師父們見
面，但在雲端相見，可聽到師父們的智慧法語，受益良多，因疫
情、工作、家庭等影響而不安的心，也逐漸得到平靜，因此成為
日後活動必安排之課程。

 ◆ 2021.08.08 佛教慈濟功德會（新加坡）啟動馬來西亞慈濟新冠疫情援助計
畫，以新幣五十萬元為籌募目標，自8月8日至10日9日啟動募款
專案，馳援馬來西亞慈濟四大分會捐購醫療儀器、進行疾疫紓困
發放。

 ◆ 2021.08.12 新北巿淡水區慈濟志工應邀，參加臺灣電力公司淡水服務所舉辦
的中元普度活動，分享農曆七月吉祥月意涵，並鼓勵以鮮花素果
取代葷食牲禮，珍愛生命，祈願平安。

 ◆ 2021.08.14 慈濟基金會與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合作，協辦臺南巿政府一一○
年度防災士培訓，課程於14、15日在臺南靜思堂展開，計二百人
報名參加。

 ◆ 2021.08.14 慈濟內湖聯絡處開闢藥草園，本日進行整理作業，擴大種植面
積，約一百一十五人參與。聯絡處於6月19日先種植抹草，由當
地志工輪流照顧、澆水，9月收成送回靜思精舍，做為「淨斯本

雲端飲水五大主題中

的「工作」，邀請德

淵師父（右二）、基

金會副執行長劉效成

（左二）在線上與大

家互動、回應問題。

圖片／宗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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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飲」藥材成分之一。

 ◆ 2021.08.14 海地慈濟志工在首都太子港巿海外工程公司（OECC）舉辦共
修活動，同時為地震災民默哀祈禱，也為四位受災志工募得
七千七百一十五古德（約臺幣二千二百元）及二百美元。

 ◆ 2021.08.17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舉辦大愛媽媽成長班線上共修課程，全臺共
二百四十九人於自宅，透過視訊會議參與精進。

 ◆ 2021.08.19 美國北加州奧克蘭巿慈濟志工於19至22日舉辦四千顆素粽義賣，
所得響應臺灣慈濟基金會輝瑞（BNT）新冠肺炎疫苗採購。

 ◆ 2021.08.22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舉辦「月圓．情圓．人團圓」中秋義賣活
動，即日起連續四個週日，動員志工製作二百盒月餅，收入悉
捐慈善基金。

 ◆ 2021.08.22 慈濟美國總會暨各分會，歡慶慈濟五十五周年，透過手語、戲
劇、唱誦、擊鼓等，舉辦「《法華會上》：2021美國慈濟經藏演
繹」，全程採直播方式進行。

 ◆ 2021.08.22 慈濟日本分會舉辦吉祥共善三十周年座談暨雲端飲水線上祈福
會，一方面響應「七月吉祥月」推動，另一方面歡慶分會三十
周年。

 ◆ 2021.08.26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辦公室召開「2022年年度慈善策略方針」說明
會，執行長顏博文說明新年度五大總目標方針，除十三處室各級
主管於靜思精舍人文講堂參加外，其他職工以連線方式參與。
每年第三季尾聲，執行長辦公室便會擬定翌年度基金會的總目
標，以及工作策略方針，並以會議等方式進行布達，以利各處室
設定工作計畫、編列預算。初期，僅在行政主管會議布達，只有
各處室擬訂計畫與預算的相關人員知曉；2020年，一改往例，舉
辦一日的慈善策略共創工作坊，邀集各處室主管及相關職工參

顏 博 文 執 行 長 （ 立

者）向基金會全體職

工說明，2022年慈善

志業年度方針，共計

有五大項。攝影／顏

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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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除探討當前風險與危機、年度五大方針、年度計畫目標外，
並分組討論、發表創新策略建議。
今年度因臺灣新冠肺炎本土疫情爆發，雖已調降為二級警戒，但
以防疫安全為最大優先考量，不辦工作坊，改以說明會模式進
行。靜思精舍人文講堂為說明會主場地，十三處室一級主管出
席，其他主管及職工透過視訊連線，同步了解說明會內容。
執行長顏博文首先帶領大家，回顧2020至2021年近一年八個月以
來，全球各地林火天災、戰爭衝突等不斷，新冠病毒陰霾依舊揮
之不去，感恩基金會全體人員的同心齊力，2021年慈善年度五大
方針的自我評量，至8月份已達七十分左右；其中「五十五周年
深入經藏共修與演繹」，配合三級防疫警戒全面暫停，其完成度
僅達五成左右，但在「合作共善，安美計畫」慈善深耕等四項方
針，完成度都有七成以上。
執行長再次感恩所有主管及職工共體時艱，特別是今年臺灣疫情
升溫，大家在分流辦公情況下，仍讓所有計畫工作如期推進，也
在志工全面暫停出勤時，勇於擔起許多工作，包括安心生活箱、

防疫祝福包等打包，以及運輸配送等各項事宜，現已8月，最後
這幾個月大家再衝刺一下，相信可超越八十分。
針對2022年度慈善志業年度五大方針，執行長語重心長地說明，
新冠肺炎疫情還看不見終點，但已嚴重影響人們生活，封城造成
失業與飢餓，家暴事件上升，種族仇視的攻擊不斷，疫苗分配不
均、貧富懸殊愈發嚴重，加上時代變遷快速，未來人工智慧、新
創科技、健康管理等逐漸取代傳統，成為國際社會主流的倡議議
題，考量上述種種影響，並以「法脈傳承、宗門弘揚」為宗旨，
擬訂下述五大方針。

慈濟基金會十三處室

一級主管齊聚人文講

堂，聆聽執行長顏博

文說明2022年慈善志

業年度方針。攝影／

顏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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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方針，「法華經品書會精進與經藏演繹」。《法華經》是
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的重要依據經典，證嚴上
人自2009年起，每天晨語時段宣講「靜思法髓妙蓮華」，詮釋法
華精髓與要義。
慈濟志工長期在社區舉辦讀書會，上人叮嚀讀書會要變成品書
會，如品嚐一杯好茶先聞其香、再品其味；讀書亦同，讀後要反
覆思考，了解法的涵義。時逢慈濟五十五周年，各地陸續開辦
《法華經》品書會，加上三級警戒不外出，在線上品書反而更能
靜心，因此第一方針期能延續《法華經》品書會共修，鼓勵志工
持續內化自我涵養，也藉由品書會接引更多人來認識慈濟。
第二大方針，「法脈宗門溯源與大哉教育推廣」，慈濟成立屆滿
五十五年，從慈善到醫療、教育、人文，志業組織愈發龐大，志
工也分布在五大洲，行政架構健全化、志業資訊、法脈溯源一致
性極其重要，可提供職工、志工教育訓練，對內凝聚精神，對外
論述一致。
第三大方針，「粽串精神全球化與在地化落實」，慈濟現於
六十六個國家地區有志工，在美國、加拿大、印尼、馬來西亞、
菲律賓、南非等數十個國家也設有分支會，基金會源頭在臺
灣，唯有擴大與全球分支會連結，協助其在地化的落實，並長
期培養國際人才，回歸當地承擔志業推動，才能讓當地慈濟志
業永續發展。
第四大方針，「專師培訓認證與政府對接運作」，時代變遷快
速，社會結構已不同往昔，慈濟各項慈善工作，都應接軌專業評
估與運作，如現今推動的「安穩家園•美善社區」的居家安全改
善服務項目，為長者安裝扶手等施作，也應有職能治療師或復健
師加入評估團隊，依長者身高、平日活動等提供最符合長者需要
的修繕。因此，鼓勵職工及志工考取專師執照，如社工師、防災
士、關懷師等，整合專師出任務，一步到位。
第五大方針，「資訊智慧整合與全球資安強化」，因應科技資訊
及網路等發達，必須全面提升資安、防禦韌性，導入人工智慧與
區塊鏈，以簡化、優化志業系統運作的流程，提升工作效率，以
達到人力精實。
全球環境變遷快速，新冠疫情未見盡頭，甚至催化了貧窮加劇，
未來處處充滿考驗。執行長顏博文勉勵全體員工，慈善利他、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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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救濟是慈濟的本分事，為了天下苦難眾生，請大家齊心協力，
朝向新年度總目標邁進，並為基金會的永續發展共同努力。

 ◆ 2021.08.29 新加坡慈濟人文青年中心與一街之善（W e l c o m e I n  M y 

Backyard）等五個公益組織合作，為克蘭芝一帶逾五間宿舍的
二百五十名客工，舉辦嘉年華活動，關懷他們身心狀況，並邀他
們共同慶祝星國五十六週年國慶日。

九月
 ◆ 2021.09.01 慈濟基金會結合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

學、哥倫比亞大學、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北京大學，共同辦理
「印證佛學傑出學術系列講座」，針對當代佛教的思想與實踐發
表專題講座，推動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的研究。本日，舉辦
「印證佛學講座」線上發布會。

 ◆ 2021.09.04 慈濟約旦分會舉辦二十四周年慶活動，與臺灣靜思精舍視訊連
線，邀請常住德宸師父、慈善執行長顏博文、醫療執行長林俊龍
致詞。

 ◆ 2021.09.04 慈濟美國西雅圖支會於4、11、18日舉辦手工月餅禮盒義賣活
動，收入捐作急難救助基金。

 ◆ 2021.09.05 慈濟基金會本月委員、慈誠精進日，以「雲端相會•入法行法」
為主題，透過視訊直播，共四十六個國家地區、一百二十八個社
區道場，以及志工居家線上參與，逾二萬五千人同步精進；其中
「上人開示」時段，課務組設計抽籤橋段，由上人提問，被抽中
的該國志工回答，增加互動性。

 ◆ 2021.09.06 慈濟五十五周年《靜思法髓妙蓮華》經藏演繹的多位入藏經人
員，與證嚴上人溫馨座談，分享參與演繹的心得與感受。

 ◆ 2021.09.06 慈濟土耳其聯絡處負責人胡光中、周如意應邀，出席滿納海國際
學校募心募愛及開學日活動，感恩全校教職員、學生響應愛與善
的循環，捐助臺灣慈濟基金會採購輝瑞疫苗（BNT）。
土耳其新冠肺炎疫情於2020年3月11日發現首例確診個案後，接
連幾波疫情高峰，確診與死亡人數不斷上揚，政府實施禁足令、
宵禁等各項防疫措施，以遏止疫情惡化。
土耳其滿納海國際學校遵守政府停課規範，自2020年3月11日
起，老師照常到校授課，學生則改為居家視訊學習；隨著疫苗覆



年
表
總
論

155

蓋率升高，禁令逐步鬆綁，於2021年9月7日學生正式回到學校上
課，結束長達十八個月的遠距學習。開學日當天，胡光中、周如
意到校關心師生防疫措施，提醒人人要做好手部清潔消毒，落實
自我健康管理。

滿納海國際學校教職員，獲悉臺灣慈濟基金會為採購五百萬劑新
冠肺炎疫苗，正在努力籌募基金，便在發薪日自主發起募心募愛
活動，捐出他們部份的薪水，希望能盡棉薄之力。他們的月薪約
土耳其幣三千至四千里拉，約合臺幣九千七百至一萬三千元，收
入並不多，在當地生活多半是捉襟見肘，光房租、水電費用等，
薪水已用去近一半，能捐出數天日薪，其心意遠超過面額。
無獨有偶，學生們也在9日從家裡帶來了一支支的竹筒，以「竹
筒回娘家」模式，捐出他們點滴的愛心。第一波募心募愛活

土耳其滿納海國際學

校 校 長 主 麻 （C u m a 

S e r y a，左二）帶領

教職員，捐出部份薪

水，響應慈濟採購新

冠肺炎疫苗。攝影／

Ahmed Seyhi

土耳其滿納海國際學校學生們響應募心募愛，捐出點

滴存下的零用錢，捐助慈濟購買新冠肺炎疫苗。攝影

／Mohammed Nimr AlJa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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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結算共收到十七萬四千六百一十點二里拉，約合美金二萬零
六百四十五元，捐入「全球共善•救拔苦難」勸募基金。
10月12日第二波募心募愛結算，收到四萬里拉；其中有一歐元硬
幣，為學校二年級學生阿里•阿布迪（Ali Al-Aboudi）所捐，並
附上一張小紙條，寫道：「這硬幣對我來說很珍貴，但送給有需
要的人更珍貴。敘利亞愛臺灣。」
滿納海國際學校是慈濟基金會為生活在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學
童，打造的一個圓夢殿堂，於2015年1月23日成立，初期借用當
地校舍上課，2017年8月9日承租一棟大樓，整合五校師生，讓孩
子們能安心求學，並在2018年11月26日取得美國教育認證機構認
證，也獲得土耳其教育部核准，設有小學部、中學部、高中部。

 ◆ 2021.09.06 慈濟基金會金門共修處榮獲金門縣政府頒發感謝狀，表彰慈濟參
與災害救助工作，及增進災害防救應變能力。

 ◆ 2021.09.10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於新店靜思堂舉辦均衡飲食培訓課程，邀請臺
北慈濟醫院營養師李睿宇、王姵棋分享食物營養成分、營養評估
等，共六十人參加。

 ◆ 2021.09.11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串連二十個跨族群及宗教團體，本日晚間
8時，舉行《點燃希望》線上慈善演唱會，為新冠肺炎疫情醫療
儀器、防疫物資等籌募資金，募得逾六萬令吉。

 ◆ 2021.09.11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七位志工代表，應邀參加紐約志工團體聯
盟在救世軍紐約總部舉辦的療癒及追思紀念會（Heal ing & 

Remembrance Event），追思悼念九一一罹難者。

 ◆ 2021.09.11 慈濟印尼分會因應印尼慈濟醫院啟業在即，分別於11、18、25日
在醫院進行醫院志工培訓，一方面認識院內環境，一方面學習醫
療防護知識、服務病人須知及慈濟醫療人文等。本日有三十六位
志工參加。

 ◆ 2021.09.15 高雄巿鳳山區慈濟志工於15至17日在聯絡處舉辦美食義賣，所
得悉捐「全球共善•救拔苦難」勸募基金，為捐購輝瑞疫苗
（BNT）盡一份心力。

 ◆ 2021.09.18 「2021年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於18、19日採用雲端視訊研習模
式進行，主題為「防疫有情•醫療之愛」，課程分別在花蓮靜思
精舍主堂、臺北慈濟醫院國議廳展開，部份則是講師在自家連
線，或以預錄影片播出方式進行，並透過大愛電視臺團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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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以社群平臺（YouTube）、網路會議連線軟體直播，來自
十九個國家地區、逾二千位學員參加。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第二年，疫情依舊嚴峻，有感於各國醫護
人員不顧自身安全，守在防疫第一線，搶救生命、守護健康，因
此年會課程主軸，鎖定在臺灣防疫工作的分享，衛福部部長陳時
中、中央研究院院士陳培哲以預錄方式，細數臺灣防疫及新冠肺
炎2021年回顧與展望，而後由臺北、臺中、大林、花蓮慈濟醫院
團隊輪流上場，講述投入臺灣本土疫情抗疫、新北巿加強型集中
檢疫所任務、本草飲研發等點滴；同時，邀請馬來西亞、菲律
賓、泰國等人醫會，各自分享該國疫情現況，以及人醫志工協助
抗疫的過程。
證嚴上人長年以來不斷提醒人人要「戒慎虔誠」，敬天愛地疼惜
生命，而這波籠罩全球的疫情是警惕人類的「大哉教育」，呼籲
「大哉食事」，倡導茹素是對眾生表達完整的愛，也是疫情下的
靈方妙藥。因此，年會也特別規劃蔬食相關課程，除了有馬來西
亞、臺灣團隊分享「健康挑戰二十一天」推行成果外，更請來稻
荷集團前副總經理徐立亭、無肉巿集創辦人張芷睿，分享自身茹
素經驗。此外，課務團隊在每日祈禱後，各安排一堂藝術呈現，
播放木樓合唱團、優人神鼓的表演，讓學員放鬆身心。
第二天年會圓緣課程，邀請已故巴拉圭胡安•梅沙醫師的長
子，也是胸腔外科醫師黃西德，約旦的醫師阿罕默德和哈金，
以及新加坡護理師梁敏等人，分享在這場抗疫過程中的點滴心
情、溫馨故事。中場播放課務組用心準備的《人醫典範》影
片，讓眾人共同緬懷逝去的人醫菩薩，感念他們為病苦而無私
奉獻的大愛精神。

慈濟人醫會年會開幕

式，首次在靜思精舍

主 堂 舉 辦 ， 遵 守 防

疫 規 範 ， 限 制 到 場

人數，僅有受邀代表

到場，其他於線上參

加。攝影／許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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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屆年會相較往屆，有許多突破、轉折之處。由於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2020年人醫會年會，海外學員雖無法返臺參加，臺灣學員
仍齊聚花蓮靜思堂，透過視訊與海外學員交流；2021年因臺灣本
土疫情爆發，年會全程以線上研習方式進行，僅少數幹部代表回
到花蓮，並第一次移師靜思精舍主堂開營。
有感於雲端視訊交流，各國時差不同的情況，年會課程從往屆的
四天，濃縮到2020年的三天，而本屆課程再濃縮為兩天；且課程
時間也從過往的五十至七十分鐘，縮減為二十分鐘，每堂課程主
軸更為精華，讓講師更能焦聚主題，扼要分享，帶給學員不一樣
的體驗。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在致詞時，先是感恩全球醫
護人員，守在疫情第一線，也期許兩日精彩的課程內容，能更激
勵、啟發每位學員在回到各自領域後，為守護生命再接再厲，並
盼疫情過後，大家能回到花蓮相聚。
此外，為圓滿此次年會，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總動
員，涵蓋課務、場控、記錄等各項工作；其中，大愛電視臺更在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合心精進長姚仁祿的領軍下，從主視覺
設計、直播方式的規劃設計，到年會前一天出動專業轉播團隊進

本屆人醫會年會主現

場，設點在花蓮靜思

精舍，第二現場則在

臺 北 慈 濟 醫 院 國 議

廳，透過大愛臺直播

團隊協助進行雲端課

程。攝影／潘韋翰

本屆人醫會年會，由

大愛臺直播團隊偕同

基金會宗教處、公傳

處共同合作，所有課

程採製播電視節目的

規格進行。攝影／曾

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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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精舍人文講堂，並搭配基金會宗教處、公傳處直播團隊，現場
以製播電視節目的規格進行，讓兩日精進活動能在分秒不差的掌
控中圓滿成功。

 ◆ 2021.09.19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即日起，於全臺各地舉辦環保志工授證暨精進
聯誼活動。

 ◆ 2021.09.19 苗栗縣銅鑼鄉一油甘果園主人余國強，本日免費開放果區供慈濟
志工採收，後製成油甘果粉義賣，響應慈濟基金會疫苗捐助行
動；來自臺北、新竹、苗栗逾一百位志工共襄盛舉。

 ◆ 2021.09.19 慈濟臺中分會潭子環保教育站，於中秋連假四天舉辦抹草採收活
動，提供「淨斯本草飲」製成藥材用。4月，環保教育站接獲可栽
種藥草，志工遂在菜園開闢抹草園，細心培育照顧，本月收成。

 ◆ 2021.09.19 慈濟加拿大分會舉辦「2022年度第一次見習培訓慈誠委員暨慈誠
委員精進研習」課程，除見習培訓學員、講師至分會上課外，其
餘學員於線上學習，共一百零五人參加；另，由執行長為無法返
臺受證的七位委員、慈誠隊員別上證件。

 ◆ 2021.09.22 2021年「印證佛學講座（Yin-Cheng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 on 

Buddhism）」，首場由劍橋大學主辦，邀請哈佛大學洛克菲勒亞
洲藝術史專席終身教授汪悅進，於線上演講「二十一世紀的佛教
藝術：前景瞻望」。

 ◆ 2021.09.22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路一棟民宅於22日晚間發生火災，無人傷亡。
慈濟志工前往關懷，受災戶為本會委員，遂婉謝慰問金；翌日展
開安心關懷，致贈祝福禮予左鄰右舍，並至宜蘭縣政府消防局第
一大隊員山分隊，向消防人員致意；24日，動員志工協助清掃。
累計動員志工三十七人次。

 ◆ 2021.09.23 慈濟基金會推動「善念循環•CRM專案」，是日晚間7時30分至
9時舉辦線上說明會，解說基金會官方社群平臺（LINE）各項活
動訊息推播、資訊搜尋、活動報名等多元運用功能。

 ◆ 2021.09.23 聯合國糧食系統峰會（Food Systems Summit）於23、24日在美國
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舉行，並透過雲端會議，全球一百八十四個
國家地區的政府、民間團體與會交流。慈濟基金會與世界宗教評
議會、世界基督教福音協會等，共同向聯合國提出三十五頁、標
題為「信仰與糧食的關係及影響」報告書，由慈濟代表在峰會開
幕式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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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9.23 莫三比克留學生蔡睿和、藍祥佑本日向證嚴上人告假，將返回故

鄉，轉任慈濟基金會職工；上人叮嚀兩人回到家鄉後，好好運用
來臺學習的成果，更要把慈濟的精神與愛帶回去。兩人因伊代風
災因緣，連同柯欣甜三人於2019年8月來臺，取得印證教育基金
會獎助金，就讀慈濟大學華語中心，課餘活動參加志工服務，
學習慈濟人文，於2021年6月畢業後至基金會宗教處、文史處等
單位見習近四個月，圓滿來臺兩年多的學習；而柯欣甜則留在臺
灣，繼續攻讀慈濟大學數位媒體科技學位學程。

 ◆ 2021.09.25 慈濟基金會第七期防災士培訓計畫，25、26日在新店靜思堂展開
課程訓練，共六十二人取得證照。

 ◆ 2021.09.27 慈濟基金會一年一度福慧紅包製作活動，即日起在全臺展開。首
站在花蓮靜思堂開跑，花蓮慈濟醫院醫護人員參與製作。

 ◆ 2021.09.29 慈濟美國總會首次透過視訊連線方式，舉辦海地本土志工培訓課
程，內容含證嚴上人開示、慈濟緣起及海地地震發放點滴等，利
於後續地震發放得以順利進行。

蔡睿和（左立者）、

藍祥佑（右立者）向

證嚴上人告假，兩人

結束留學，將返回故

鄉莫三比克。圖片／

花蓮本會提供

海地本土志工嘉貝麗

兒．保羅（Gabrielle 

Paul，站立者）協助

翻譯美國講師課程內

容，向眾人解說慈濟

緣起與精神。攝影／

凱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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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 2021.10.01 佛教慈濟功德會獲得內政部一一○年宗教團體表揚大會「宗教公

益獎｣殊榮。頒獎典禮是日在臺中巿西屯區的僑園飯店舉行，由
靜思精舍德如師父代表領獎。

 ◆ 2021.10.01 桃園市八德區公所在建德公園舉辦「國家防災日指定類型避難
收容處所開設示範觀摩活動」，慈濟志工應邀參與演練，並展
示新研發的「急難快速帳」，以及淨斯多功能福慧床等各項防
救災物資。

 ◆ 2021.10.01 加拿大多倫多慈濟志工本日舉辦愛心素餃子義賣，響應慈濟基金
會輝瑞疫苗（BNT）採購。社區志工自8月起，便以素包子、綠
豆酥、月餅、素米粉等傳統小吃美食義賣，護持疫苗採購基金。

 ◆ 2021.10.02 佛教慈濟功德會2021年「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志
業體職工精進共修，本日透過視訊連線模式舉行，課程主題
為「大哉教育心覺醒•守志奉道信願行」。此次共修課程改為
一日精進，並首次開放全球直播連線，共十七個國家地區、逾
二千四百人參加。

 ◆ 2021.10.02 慈濟基金會應高雄科技大學邀請，由菲律賓分會代表參與該校國
際線上研討會，分享慈濟於海燕颱風的救災經驗。該研討會係因
日本神戶大學於2018年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申請為
期四年的專案，探討、推動災害風險下的性別平等與弱勢族群關
懷，執行夥伴來自五個國家的六個單位，高雄科技大學為其中之
一，今年負責主辦。

 ◆ 2021.10.0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八屆國家環境教育獎」正式開跑，分成機
關（構）、事業、學校、社區及團體等組別，展開參選比賽，參
選者於4月1日至5日31日向所在地的主管機關報名參賽；通過地

靜 思 精 舍 德 如 師 父

（右）代表，從內政

部次長陳宗彥（左）

手中，接下「宗教公

益獎｣獎牌。攝影／章

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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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初審者，將代表至中央主管機關參加全國複審及決審。慈濟基
金會通過花蓮縣政府地方初審之團體組特優獎項。

 ◆ 2021.10.03 慈濟基金會本月委員、慈誠精進日，主題為「持齋防疫•造福
行善」，四堂課程其中一堂為「善念循環•CRM專案說明」，
由宗教處團隊說明基金會官方社群平臺（LINE）加入及操作辦
法，共四十五個國家地區、一百一十七個社區道場，及志工居家
線上參與，逾二萬一千人同步精進。

 ◆ 2021.10.03 慈濟基金會2021年全臺培訓委員、慈誠尋根暨精神研習活動，配
合新冠肺炎防疫指引，取消至花蓮靜思精舍尋根行程，其中原定
「飲一杯智慧的水」課程，改以雲端視訊，於各地社區道場與常
住師父溫馨座談。本日為北區首場連線，一百二十位學員分散在
新店靜思堂各場地，與德勷、德懷師父互動，深入了解法脈宗門
意涵。

 ◆ 2021.10.05 慈濟印尼分會接獲一家能源供應商（PT Bara Alam Utama）捐款
五十億印尼盾，響應新冠肺炎疫情援助及紓困發放工作。

 ◆ 2021.10.06 慈濟基金會受託承辦的「新竹縣避難收容開設運作實務教育訓
練」，6至8日在新竹靜思堂展開，為縣轄各鄉鎮市公所災害管理
業務、消防局、後備指揮部等人員，分享「避難收容安置開設理
念與運作」、「慈濟災害收容開設與維運實務經驗分享」、「收
容安置開設實務操作」等課程。

 ◆ 2021.10.06 嘉義縣水上鄉慈濟志工吳新璋、李美玉伉儷，所經營的機車報廢
環保回收工廠於6日發生火災。當區志工獲訊前往關懷，並於7、
10日動員人力協助清掃火災現場。

 ◆ 2021.10.06 桃園市長鄭文燦前往中壢慈濟疫苗站，關懷長者接種第二劑莫德

「第八屆國家環境教

育 獎 」 地 方 初 審 頒

獎，由慈濟基金會執

行長顏博文（右）代

表領取團體特優獎。

攝影／陳誼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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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疫苗情形，並向醫護人員、服務志工致意。慈濟基金會於9月
15日起開放中壢志業園區，作為疫苗接種站，由中壢長榮醫院醫
護團隊提供醫療專業服務。

 ◆ 2021.10.07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精實企劃室環保推展組關懷環保志工健康，除
啟動雲端健康關懷系統、於環保據點設置血壓測量設備、安排人
醫會定期健檢外，也結合各縣巿衛生局社區營養推廣中心，啟動
「慈濟志工均衡飲食培訓課程」，邀請衛生局或慈濟醫院的營養
師授課，期能提升環保站、各勤務活動備餐的營養均衡觀念，促
進志工身體健康。
慈濟於臺灣設有二百六十八處環保站，及六千多處社區環保點，
其中大型環保站多是天天運作、全年無休，許多環保志工也是
全天候出勤，中午通常在環保站用午餐，有時甚至三餐也是。環
保站的餐食都由志工自行烹煮，有的地方為省時省錢，往往簡單
一、兩道菜便是一餐，較難顧全均衡的營養；有些地方的香積組
志工疼惜環保志工，常常大展廚藝，菜色雖豐盛，但也不見得能
符合志工營養所需。
為顧及環保志工每日營養所需，且維護他們的健康，環保推展組
推出「慈濟志工均衡飲食培訓課程」，除了邀請在環保站負責
餐食烹煮的志工外，也歡迎所有對飲食、營養學有興趣的志工報
名參加，希望不僅限於環保站，未來慈濟任何活動，包含營隊課
程、慈善工作等，志工都能將均衡飲食營養的概念，實際應用在
備餐之中，端出能讓環保志工、或參與活動的所有人身體營養又
美味的菜色。
此課程第一棒於3月28日在桃園巿的中壢志業園區率先起跑，
請來臺北慈濟醫院營養師張亞琳授課，之後陸續在臺北巿、

宗教處環保推展組職

工洪煒翔手持宣傳說

明海報，向學員們分

享建立素食均衡飲食

的重要觀念。攝影／

黃永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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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巿、基隆巿、彰化縣、高雄巿、屏東縣、宜蘭縣舉辦；
其中，5至7月間因應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全臺三級警戒，
暫停開辦，直到8月再復課，截至10月7日，共辦理十八場，計
一千六百一十八位學員參加。
課程內容涵蓋 「素食均衡飲食」、「營養篩檢與評估」、「菜
單設計及備餐安全」等，以及環保推展組職工介紹「營養篩檢與
評估系統教學」，教導志工定期上傳數值資訊，提供本會及時關
懷志工身心健康狀態。

臺灣進入高齡化社會，慈濟環保人口年齡層也普遍偏高，面臨身
體活動功能退化的現況，因此藉由篩檢評估，可簡單測出肌少症
危機，並以衛服部健康署頒佈之「我的餐盤」概念為基礎，提出
素食版六大類食物均衡營養攝取的建議，同時也能進行志工營養
管理的追蹤。
承擔寶慶環保站香積志工的梁芳珍，感恩宗教處的培訓課程安
排，了解到食物營養分工的重要性，未來在環保站就知道要挑
選、運用哪些食材，做到少油、少鹽、少油炸、少加工食品，以

營 養 篩 檢 與 評 估 課

程，除了各項飲食營

養的檢核外，對於身

體肌少症可能帶來的

危機也進行評估。攝

影／黃春如

營養師趙珮婕以「我

的餐盤」為示範，提

出 營 養 及 烹 調 的 建

議，增益大家對營養

餐盤設計的概念。攝

影／鄭婷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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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美味為出發點，來照顧環保志工，讓人人更健康。
「菜單設計及備餐安全」課程，不只說明原則與觀念，更為學員
們出功課，大家必須學會依照營養師開的菜單設計菜色，之後也
要上傳一星期環保站的菜單供營養師檢核，而營養師也會到各環
保站去關懷。職工洪煒翔叮囑每位學員，這不是一次性的活動，
而是一個全新的開始，且會持續性推動下去，做到人人都健康為
止，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為保護志工的身心健康，建立起一道守
護的防線。

 ◆ 2021.10.08 慈濟基金會、靜思精舍主辦，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合辦的
「慈濟研究系列講座」，即日起展開。首場講座主題為「聖格
領導與慈悲」，邀請美國芝加哥帝博大學教授黃倩玉進行專題
演講。

 ◆ 2021.10.09 慈濟新加坡分會舉辦線上二十八周年慶活動，以「有您有我•有
愛有家」為主題，透過慈濟經典歌曲回顧過去志業發展點滴，約
七百四十條線共同參與。

 ◆ 2021.10.09 慈濟印尼分會於9、10日舉辦線上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營，逾
一千一百位志工參加。

 ◆ 2021.10.10 慈濟基金會文史處結合宗教處，推出「City Tour」主題式線上共
修，每月精選一城巿，邀請當地人文真善美志工分享紀錄心得，
並協助解決其勤務困擾，提升文史紀錄質量。本日為首站澳洲布
里斯本，文史處團隊於臺灣線上授課，三十二位學員參加，同時
開放全球連線，邀請全球真善美志工一同學習。

 ◆ 2021.10.12 2021年「印證佛學講座（Yin-Cheng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 on 

Buddhism）」，第二場由美國哈佛大學主辦，慈濟基金會副執行
長何日生，於線上演講「從歷史的視野考察佛教的未來：兼論慈
濟宗的發展」。

 ◆ 2021.10.12 桃園巿楊梅區慈濟志工於12至21日舉辦包粽義賣，完成超過
二千六百顆素粽，收入捐助「全球共善•救拔苦難」勸募基金，
響應捐購輝瑞疫苗（BNT）。

 ◆ 2021.10.13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於13日晚間8時舉辦線上跨宗教祈福
會，邀請佛教、興都教、天主教、基督教、錫克教等代表，帶領
人人虔誠祈禱、安定人心，並祈願新冠肺炎疫情早日消弭。

 ◆ 2021.10.13 慈濟加拿大分會自10月起，舉辦為期一個月的愛心素食義賣，由
大溫哥華區（溫哥華、素里、高貴林、列治文、本拿比）志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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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廚每週輪流一次承擔餐點製作，收入挹注慈濟基金會輝瑞疫苗
（BNT）採購基金。本日為首週交貨日。

 ◆ 2021.10.14 慈濟約旦分會志工陳秋華等人應邀參加塔拉博特社區中心
（Tarabot Community Center）成果展，與哈山親王、哈希米慈善
組織執行長胡笙•薛布里等，一起欣賞中心各項成果，並針對文
化保留、資源回收等議題進行交流。

 ◆ 2021.10.16 慈濟基金會與社企流合作，推出「循環工作：零廢棄Ｘ綠職涯Ｘ
撐永續」系列策展，包含循環工作相談室、循環工作專題論壇
等，探討循環經濟的工作內涵與職場樣貌。本日，於新店靜思堂
舉辦論壇，現場來了四十六位會眾，與講師們互動交流，而線上
直播則逾九千次的觀看次數。
在氣候變遷、資源耗竭的大時代背景下，傳統產業「獲取、製
造、丟棄」的線性經濟模式已然失效，以零浪費為目標、將廢棄
物再利用創造新價值的「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成為
邁向永續發展的關鍵，並且催生出推動循環經濟的「循環工作
（Circular Jobs）」。然而，很多人對循環經濟有滿腔熱血，卻
不知在自己現有學經歷下，如何找到與其相關的工作，或又是認
為自己所學，與循環經濟無關，便黯然放棄行動機會。
社企流關注循環工作議題，自2016年推出「循環經濟：走向零浪
費時代」專題，而慈濟長期以來重視環保、循環經濟，雙方理念
不謀而合，遂在2021年共同攜手合作，透過相談室、專題、論壇
等不同模式，首度在臺灣全面介紹循環工作的內涵、範園，並串
聯海內外資深循環工作者的分享，讓青年了解臺灣循環經濟產業
與職場樣貌，同時喚醒他們對地球環境永續的使命感，在工作領
域中能為社會或環境付出更多貢獻。

慈濟基金會與社企流合作，共同推出「循環工作：零廢棄

Ｘ綠職涯Ｘ撐永續」系列策展。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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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在新店靜思堂舉辦的論壇，以「當個『不廢』青年」為口
號，以荷蘭社會企業循環經濟（Circle Economy）提出的「核
心、賦能、間接」三種循環工作類型為講座重點，邀請睿能創
意（Gogoro）行銷總監陳彥揚、春池玻璃計劃創辦人吳庭安、元
沛農坊創辦人許又仁、馳綠國際（Ccilu）創辦人暨執行長許佳
鳴、配客嘉創辦人葉德偉、華碩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魏杏娟，以及
慈濟基金會專員柳宗言、大愛感恩科技公司總經理李鼎銘、淨斯
人間研發長蔡昇倫，依所屬職業及相對應的循環經濟關係進行分
享與交流。
慈濟執行長顏博文於開幕致詞，提到慈濟長期在全球推動環境保
護、資源回收等各項行動，並將回收的寶特瓶製成環保毛毯、衣
物等產品，實踐循環精神已逾三十年，未來將持續回應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DGs），致力於終結貧窮與饑餓、改善民生及促
進永續循環經濟，與公私部門夥伴一同致力創造永續地球村，也
期待看到更多青年投入循環工作。

閉幕主題演講則邀請到循環臺灣基金會董事長黃育徵，分享循環
工作在臺灣的展望與趨勢，並勉勵所有青年不要用過去經驗想像
未來，因為循環經濟不只存在於製造領域，更有許多知識型、服
務型的職涯可能，期許更多青年將循環經濟思維內化，於日常中
實踐永續生活、進而發展綠色職涯。
社企流為華文界最大、最具影響力的社會企業平臺，成立於2012

年，串聯知識、交流與育成三方的資源，希望傳遞「用商業力量
改變社會問題」的知識與智慧，讓企業經營可具備公益目的，甚
至能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創新方法。慈濟本年度與社企流有兩項合
作方案，一為「循環工作」系列策展，接引外部青年關注並投身

社 企 流 執 行 長 林 以

涵 （ 左 ） 、 慈 濟 基

金 會 執 行 長 顏 博 文

（中）、臺灣大學社

工系教授馮燕（右）

為「循環工作」論壇

揭開序幕。攝影／許

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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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循環經濟議題，第二為「三十而力⸺慈青社會影響力增
能計畫」，委由社企流協力執行，開辦十一堂職涯發展、設計思
考力、領導溝通力等專業課程，為慈青量身打造增能培訓。

 ◆ 2021.10.16 慈濟基金會2021年全臺培訓委員、慈誠尋根暨精神研習活動，即
日起展開。16、17日在花蓮靜思堂舉辦兩場圓緣典禮，來自北
區、桃園、新竹、宜蘭、花蓮等地學員參加；22、23日為臺中、
彰化、南投、苗栗等地學員；30、31日為雲林、嘉義、臺南、高
雄、屏東等地學員。三梯次共計一千一百一十九位學員、隊輔及
工作人員參與。

 ◆ 2021.10.16 慈濟臺北內湖聯絡處舉辦「針真有愛•一人一善」活動，邀請會
眾帶竹筒回娘家，響應輝瑞疫苗（BNT）捐購行動。

 ◆ 2021.10.16 國立聯合大學主辦、慈濟基金會承辦的「苗栗縣一一○年度防災
士人才培訓計畫」，16、17日在慈濟苗栗志業園區舉辦，計五十
位學員參加。慈濟基金會因積極投入防災士培訓，獲縣府表揚績
優團體，由副執行長張宗義代表領獎。

 ◆ 2021.10.16 香港樹仁大學副教授黃維珊偕同五十三位學生，參訪慈濟香港分
會，了解慈濟四大志業及全球環保推展等現況。

 ◆ 2021.10.17 每三年一次的世界宗教評議會於17至18日以雲端會議方式進行，
主題為「把心打開迎向世界：化慈悲為行動」。慈濟基金會作為
董監事成員之一，首次參與議會協辦工作，會議分成歐美、亞洲
兩大時區、共八個議題進行；慈濟承擔亞洲時區會議辦理，以及
跨宗教信仰、婦女、氣候三大議題的倡議發表。
開幕儀式全體議會於美國中部時間16日晚間7時登場，邀請各大
宗教領袖、國際知名人士與會致詞，其中包含慈濟基金會創辦人
證嚴上人。上人以影片方式，祝福議會順利圓滿，也鼓勵人人關

第一場講座以核心循

環工作為主軸，慈濟

基金會專員柳宗言、

春池玻璃計劃創辦人

吳庭安等人，共同探

討 零 廢 棄 再 生 循 環

術。攝影／余錦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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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世界各種議題，一起共創美好未來。爾後，為區域性節目，直
到17日進行正式議會首日，18日晚間舉行閉幕式。
慈濟於此屆議會，共有三場全球性分論壇發表，針對宗教信仰、
氣候兩大議題進行倡議。氣候變遷逐年加劇，並在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下，全球糧荒問題愈發嚴重，身為宗教信仰組織如何翻轉糧
食系統，在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由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
林名男發表看法，而靜思精舍德澄師父、基金會職工高敬堯共同
闡述如何透過跨宗教合作，促進慈悲的糧食系統，減低糧荒問
題；精舍德淵師父則發表，跨宗教信仰組織間，如何在聯合國氣
候變遷議題上能有實際影響力。此外，慈濟也在「信仰與糧食」
分論壇中，擔任會議主持人，引導各組織提出倡議觀念，一起發
想傳統文化如何教育人類飲食文化，未來飲食文化的演變能帶來
何種契機。
在亞洲時區議會，由精舍德淵師父代表慈濟，於開幕儀式中致
詞，另於四場分論壇中，承接會議主持人與發表者角色。在保護
氣候環境及多樣性生物議題上，楊宇湘負責會議主持，由慈濟大
學校長劉怡均、大愛感恩科技公司職工李岩琦，分別依教育、循
環再生等領域發表論述；結合信仰、公益及心理衛生的議題，由
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倡議倡述，與新冠疫情共生存的觀點；而
在全球難民議題裡，邀請到土耳其慈濟志工胡光中，分享慈濟在
該國援助敘利亞難民學童的經驗；第四場分論壇，由精舍清修士
黃思浩承擔主持，基金會副執行長何日生提出如何透過信仰，建
設安全的糧食來源等看法。

今年度世界宗教評議會，全面改採雲

端會議模式進行，靜思精舍德澄師父

於分論壇中發表跨宗教合作促進糧食

系統的看法。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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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評議會於1893年成立於美國芝加哥，是全球規模最大的
多元宗教信仰聚會，也是推動跨宗教合作的重要國際平臺。慈濟
於2018年首次參與該會在加拿大舉辦的議會活動，不僅在分論壇
進行發表，論述慈濟以實質的環保行動回應氣候變遷問題，並展
示由回收寶特瓶製成的衣物、毛毯，實例印證理念，獲得與會者
肯定，進而促成慈濟於2020年12月取得該會董監事席次，任期三
年，2021年起正式生效。

今年為第八屆議會，不只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首次全面採用雲
端會議方式進行，且打破空間，依不同時區開辦議會，也擴大與
會者能更有機會和全世界不同地區的宗教團隊、領袖等交流，增
添交換議題看法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慈濟首次以董監事身份，
參與議會的辦理，且擁有多場分論壇發表機會，更能將靜思法
脈、慈濟宗門的理念推廣出去。

靜思精舍德淵、德澄、德瑝、德修及德懿師父身負重擔，除主責
發表者外，也擔起論述資料整理、簡報製作等。對此，執行長辦
公室職工自8月12日起，為師父們開辦每兩週一次的國際時事小
課堂，透過一小時英文交流，配合國際時事、語彙等設計各式問
題，再請師父們依題庫進行三分鐘分享，強化師父們對國際時事
的熟悉度，以及英文發表的順暢度；9月改為一週討論一次，同

慈濟承辦世界宗教評議

會，執行長辦公室、公傳

處團隊於花蓮靜思堂進行

分論壇直播，確認會議順

利進展。圖片／慈濟基金

會提供

靜思精舍常住師父參與世

界宗教評議會，於開幕儀

式、多場分論壇發表跨宗

教合作於糧食危機、環境

保護等議題上的看法。圖

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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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委請公傳處職工預錄師父發表影片。此外，議會活動期間，公
傳處也全程協助直播，而師父們也會在線上會議室，隨時回應來
自各方的問題。

 ◆ 2021.10.17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於新竹巿中華路三段一個店家門口舉辦迷你
巿集，義賣水果、傳統小吃等，響應慈濟基金會捐購輝瑞疫苗
（BNT）。

 ◆ 2021.10.18 慈濟澳洲黃金海岸聯絡處首次向難民家庭募心募愛，計四十五戶
家庭響應慈濟購買輝瑞疫苗（BNT），募得澳幣四十一點六元，
約合臺幣一千八百元。慈濟透過警方接引，與多元文化家庭組織
（MFO）合作，自2020年12月18日起，每年為難民家庭發放六
次，關懷他們在當地的生活狀況。

 ◆ 2021.10.19 慈濟基金會臺中巿龍井共修處新會所，本日取得「110中都使字
第01661號」使用執照。該建案於2020年10月5日開工，2021年9

月27日竣工，為地上二層建築物，地址在龍井區新庄里三鄰中沙
路新庄仔巷八十之五號。

 ◆ 2021.10.20 慈濟美國華府分會即日起至30日，舉辦臺灣小吃素食義賣預購活
動，收入挹助臺灣慈濟基金會輝瑞疫苗（BNT）採購、美國艾達
颶風受災戶援助，以及低收家庭食物發放等善款經費。

 ◆ 2021.10.21 慈濟基金會苗栗縣三義茶園，採用自然農法經營管理，並自2020

年起與中興大學技轉的台茂奈米生化公司合作，透過「枯草桿
菌」益生菌施作、提升茶葉產量。本日，三方於茶園召開記者
會，發表成果。

 ◆ 2021.10.22 慈濟加拿大蒙特婁聯絡處啟動素粽義賣，即日起至26日完成
七百二十顆，收入捐助「全球共善•救拔苦難」勸募基金，響應
捐購輝瑞疫苗（BNT）。

 ◆ 2021.10.23 慈濟基金會與慈濟大學合作，舉辦「青年線上伴學趣」大學伴分
區培訓課程，傳授分科教學技巧，凝聚團隊共識。課程中的專題
演講、行政事宜，全臺以連線方式進行，其他課程依各區需求安
排；專題演講部份，邀請Ibu原鄉兒少生涯教育協會創辦人郭孔
寧，分享長期關懷偏鄉兒少孩童的經驗與技巧。

 ◆ 2021.10.23 慈濟基金會與臺灣自來水公司於23至25日在臺水公司新營專業訓
練中心，舉辦第一期「慈濟急難救災淨水研習班」，前兩天為水
源評估、水質知能、災害緊急供水設備、淨水設備維護、淨水處
理介紹與解說等靜態課程，第三天實地走訪雲林縣湖山淨水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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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池、西螺淨水場慢濾池，了解兩池淨水功能。基金會慈發處職
工呂學正、陳彥宏及二十八位志工全程參加；其中，二十六位志
工為慈濟急難救助隊成員。
地球水資源，百分之九十七點五是海水，不適合人類飲用，能飲
用的淡水只有百分之二點五，卻因人口增加、過度開發、氣候暖
化等，導致河川污染、水質不佳，人類所擁有的水資源面臨巨大
壓力；尤其臺灣地形關係，保水更加不易，豪雨及颱風季水源濁
度急遽增加，影響淨水處理，甚至造成限水或缺水現象，對於民
眾生活及農工業影響甚巨。透過水源評估、水質知能等課程解
說，學員得以更清楚淨水過程，也明白點滴水資源來之不易，當
知珍惜，養成節水好習慣。
第三天的動態課程，走訪兩個淨水場。湖山淨水場場域很大，屬
於較新的快濾淨水池，負責雲林縣及南彰化、北嘉義供水，2017

年8月啟用，旋即取得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認證，也通過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西螺淨水場於1994年啟用，屬於舊型的氣曝
式慢濾池。兩者構成、淨水效能均不同，志工在導覽員介紹下，
觀看各池淨水工序流程。 

慈濟志工在自來水公

司導覽員陪同下，走

訪淨水池，實地了解

淨水、過濾等作業流

程。攝影／溫寶琴

第一期「慈濟急難救

災淨水研習班」在臺

灣自來水公司新營專

業訓練中心舉辦，講

師為學員說明水源評

估等概念。攝影／林

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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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慈濟救災，都是視現場狀況，找出因應方法，急難救助隊也
偏重設備的操作與養護，對水資源的處理比較沒有概念。透過臺
灣自來水公司的課程安排與實務參訪，提升志工對於水源處理、
設備應用等概念，尤其安排到湖山淨水場，讓學員實地了解淨水
場運作、混泥劑添加流程、過濾雜質清洗等，得以將前兩天所學
到的觀念，佐以實務印證加深印象。
慈濟與臺灣自來水公司於今年3月10日簽署合作備忘錄，係因慈
濟志工經常在海外救難，當遇到水源問題時，如何取得水質檢
驗證明，讓受助民眾、團體及政府能安心飲用，曾求助於現任
的自來水公司供水處處長陳文祥。陳處長認為，自來水公司有
四百四十幾個淨水廠，在國際上名列前茅，且擁有許多不同的水
源，包括河川水、地下水，甚至海水，可以分享水資源處理的專
業經驗，與慈濟一起照顧苦難人，進而促成雙方合作。
為期三天的淨水研習班，就是簽約合作後的好開端。陳處長強
調，救災是跟時間賽跑，希望透過自來水公司的專業水處理技術
與經驗，以及專業完備的訓練實習空間，培育慈濟志工成為水專
業種子，並學會應用手邊現有的資源解決問題，而非往外尋求資
訊與設備，以爭取時效性，確保災區民眾用水安全。

自來水公司導覽員向

慈濟志工說明淨水的

每一道環節，以及相

關機器的功能與運作

概況。攝影／莊煌明

自來水公司導覽員手

持 淨 水 過 程 中 的 採

樣，向慈濟志工展示

每個玻璃瓶中的水源

淨化概況，以及肉眼

檢視下的濁度等。攝

影／溫寶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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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0.23 中國大陸北京青愛教育基金會理事長張銀俊、顧問高述群等一行

八人，參訪慈濟基金會蘇州志業園區，針對青少年、兒童愛滋病
防範及教育關懷等項目，共同探討未來合作機會。

 ◆ 2021.10.24 慈濟基金會應邀參與在關山國小辦理的「臺東縣關山鎮社區聯合
自主防災培力」災害安置收容演練，除展示福慧環保隔屏等慈悲
科技產品外，並動員志工進行災民安撫、照顧等演練。

 ◆ 2021.10.24 彰化縣慈濟志工為響應慈濟基金會採購輝瑞疫苗（BNT），於
彰化靜思堂舉辦「疫啟愛•知福惜福再造福」感恩茶會，計
三百三十一人參加。

 ◆ 2021.10.25 基隆市和平島平一路一處民宅24日晚間發生氣爆意外，造成兩
人送醫，屋主為環保志工。慈濟志工25日前往關心，並應家屬請
求，26日動員三十六人協助清理現場廢棄物，及遭波及的鄰居住
屋碎玻璃等。

 ◆ 2021.10.26 加拿大聯合勸募（Uni t ed Way）執行長邁克爾（Michae l 

McKnight）、慈善事業部經理安娜（Anna Horvath）參訪慈濟加
拿大分會，執行長唐嘉濱代表捐贈加幣二萬元，伸援卑詩省利頓
山火（Lytton Fire）災後重建。

 ◆ 2021.10.26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繼8月課程後，再於9月15日、10月26日辦理二
梯次大愛媽媽成長班線上共修課程，計五百三十二人次參加。

 ◆ 2021.10.27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志工繼製氧機後，本日再送一輛電動代步車，
至新北市永和區忠孝街，幫助蔡姓慈濟委員在療養期間能外出代
步使用。

 ◆ 2021.10.29 馬來西亞馬六甲慈濟大愛媽媽李惠芳、杜清真、林慧玲組成推
動小組，帶動一百一十四位大愛媽媽，擬於五週內勸募五百位
會員，響應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暨紓困的募心募愛行動。本日達
成目標。

 ◆ 2021.10.30 慈濟基金會本日在桃園、31日在臺中，11月6日在花蓮、13和14

日在高雄，以及12月18日在新店靜思堂，共舉辦十一場防災士實
務研習，對象以領有防災士證照的職工與志工為主，針對防災士
未來運作，結合「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執行辦法，避難包
及識別徽章使用等進行說明與訓練。
這是慈濟基金會自2020年7月3日取得內政部消防署核定為防災士
培訓機構，並完成七期防災士培訓計畫後，首次舉辦的實務研習
課程。防災士的培訓是為了提升民眾災害防救概念、風險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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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能力及自助、互助的精神；然而，證照取得只是第一步，
關鍵在於如何讓所學的知識、理念，實務應用在生活中，落實社
區，與社區防救災接軌。
在所有慈善專案項目中，慈發處災防組經評估後，初步規劃將防
災士結合正在推動的「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之中。該專案
的宗旨，在於提升獨老、兩老相依等弱勢家庭的居家安全，避免
在家跌倒、受傷等風險，但居家安全不僅止於浴廁止滑、安全扶
手、照明設備等改善，涵蓋面向更廣，可涉及消防設備、安全逃
生等等。
為了掌握防災士在「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的角色定位，災
防組特別於9月3、4日前往花蓮縣卓溪鄉，參與古風村的居家安
全修繕作業。許多老舊住宅除安全設備外，普遍都有電線或電器
老舊問題，稍有不慎恐會釀災，但並非慈濟每次修繕時，都能一
併評估其安全性，且涉及水電專業也非志工能建議，因此決議將
防災士角色，定位在「防災宣導」。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今年截至9月，全臺逾一萬七千件火
災，奪走一百一十人的生命，其中不少人是因逃生不及而喪命，
因此近來政府也積極在推廣「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下簡稱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主

任呂芳川（左），授

予防災士避難包、徽

章和住警器，成為日

後走入社區向民眾宣

導的說明利器。攝影

／郭林淑芬

防災士實務研習課程

的講師黃啟書（右）

邀請學員上臺，示範

火場裡正確爬行的逃

生姿勢。攝影／李佩

璇



176

55
「住警器」）裝設。住警器安裝，原本就是居家安全改善的項目
之一，其裝設的必需性說明，以及火場安全逃生、逃生設備與環
境的確認等，都是防災士可以實務運用到社區的工作項目。

此次研習課程，由慈發處主任呂芳川率先說明，防災士結合「安
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的構思與運作，並授予每人一組防災避
難教育包、防災士徽章及住警器。居家防災安全措施的課程，則
由災防組職工陳彥宏、徐茂家及急難救助隊成員輪流授課，內容
為火場基本認知、火災預防原則、火場求生要領，並安排學員模
擬各式逃難演練。
午後課程以雙向交流為主，一一為學員解答疑問，包括不具防災
士資格是否能做防災宣導，或又是未來是否有地震、土石流等各
類災難防災教案設計等。最後，呂主任表示，任何慈善工作或防
災教育內容，基金會都會為大家備妥，最重要的還是要落實生活
化，並鼓勵大家「不要怕！走出去！勇敢去做！」 

 ◆ 2021.10.30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舉辦「愛•讓世界重新呼吸」雲端慈善晚會，
收入悉捐慈善與國際援助基金，響應臺灣慈濟基金會輝瑞疫苗
（BNT）採購，以及幫助海地地震、加州林火、艾達颶風等災民。

 ◆ 2021.10.30 證嚴上人與慈濟緬甸聯絡處志工團隊，以視訊方式進行溫馨座
談。團隊分享志工林銘慶、烏善丁確診新冠肺炎後，法親關懷照
顧點滴，及宵禁管制期間志工無法外出，柯瑪寺廟比丘尼團隊承
擔紓困發放等；上人以「人能弘法、非法弘人」，讚歎緬甸弟子
在逆境中力行菩薩道。

 ◆ 2021.10.30 高雄巿慈濟人文真善美進階課程於靜思堂展開，由大愛電視臺編
導林宗明、張欣怡分享「影片企劃及場景建構」，並教導災難現
場的記錄要領，計一百零五人參加。

慈發處災防組職工張

彥宏（中），向學員

說明住警器的用途，

以及安裝注意事項。

攝影／李佩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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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0.30 印尼中蘇拉威西省省長魯斯迪（Rusdy Mastura）等一行人，拜訪
慈濟印尼分會，感謝慈濟援建巴路大愛一村、二村，讓災民得以
安身，並商議巴路大愛一村的學校命名、未來營運等事宜。

 ◆ 2021.10.30 高雄巿慈濟志工於岡山志業園區大愛農場，進行六百株抹草植栽
作業，收成後用於「淨斯本草飲」藥材成份之一。

 ◆ 2021.10.30 北區、苗栗慈濟志工於新北巿雙和靜思堂進行四千罐油甘果粉
分裝作業，響應慈濟基金會購捐輝瑞疫苗（BNT）；參與分裝
除有志工、人醫會成員外，也有許多曾至靜思堂接受疫苗接種
的民眾。

 ◆ 2021.10.31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二十六屆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 

26），即日起至11月12日在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辦。慈濟基金
會十五人代表團全程與會，除記者會發表、國際青年論壇與周邊
論壇辦理、跨平臺討論氣候變遷及應對施措外，亦與聯合國農糧
署、世界糧食組織商談全球饑荒國家援助方向與可行性。

 ◆ 2021.10.31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主辦、慈濟大學協辦的「長者適性指導員回
訓」於新店靜思堂展開，藉由「健康達人二十一運動處方簽」實
務運作、十三項體適能演練等，讓二十八位指導員了解新知、強
化長者體適能運動技能。

 ◆ 2021.10.31 慈濟高雄分會舉辦「教育志工培訓種子課程」，邀請「玩轉學
校」團隊授課，教導學員了解孩子思考模式，增進互動關係，共
五十二人參加。「玩轉學校」為慈濟基金會青年公益實踐計畫第
二屆得獎團隊之一，以議題式遊戲教學法、關注孩子教育發展，
進而獲得評審團青睞。

十一月
 ◆ 2021.11.02 證嚴上人即日起展開第一階段歲末祝福暨授證典禮行腳，於宜蘭

縣、臺北巿、新北巿、桃園巿、新竹縣、臺中巿等地，親自主持
三十一場歲末祝福，為二千零三十二位新任委員、慈誠、榮董授
證；另含九十八場溫馨座談，與七萬多人次互動。12月6日結束
行程、返回花蓮。

 ◆ 2021.11.02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職工陳哲霖，榮獲高雄巿第八屆環境教育獎
「特優獎」殊榮，代表該巿參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環境教育
獎複審。

 ◆ 2021.11.03 慈濟基金會人資處舉辦職工教育訓練，以「善念循環•CRM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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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推播慈濟官方平臺（Line）為題，邀請宗教處副主任劉家
芸、公傳處職工梁文宜、財務處職工古春攸說明該系統操作方
法、各功能選單用途等。

 ◆ 2021.11.0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於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
區，舉辦「防減災科普知識推廣與教育深耕研討會」，慈濟基金
會慈發處主任呂芳川、災防組長呂學正代表與會。

 ◆ 2021.11.06 為紀念印順導師一百一十六周年誕辰暨圓寂十六周年，並促進
「人間佛教」理念之弘揚與印順學之研究，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
學系、弘誓文教基金會與慈濟基金會於6、7日在玄奘大學，共同
主辦第十九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人間佛教與全球
化」國際學術會議，內容囊括新書發表、論文發表會、「人間佛
教」青年論壇、「新冠疫情下的佛法省思」論壇。這是慈濟首次
參與主辦會議，過往歷屆則應邀發表論文或專題報告。
首日開幕典禮，由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何日生代表出席，致詞時
提及人間佛教在臺灣興盛，應當珍惜與把握，且在面對時代變遷
的種種挑戰，更應致力讓人間佛教更融入當代社會，成為人類依
止的生活準則。致力推動學術會議的玄奘大學教授昭慧法師，也
在致詞時，強調人間佛教是為人間而創設的佛教，不為鬼神，而
是照顧一切有情眾生，證嚴上人非常敬重印順師父的教導，致力
落實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此次邀請慈濟共同成為主辦單
位，未來將持續長期合作。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海外學者以視訊方式發表論文。除了
「印順學」探討外，在「疾疫、災害與宗教」論文發表會，慈濟
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所長林建德發表疫情時代的佛法教化，以
慈濟之「推素」為例，說明上人不斷提倡「大哉教育、食事為
大」的觀念，倡導素食護生，同時也是環保、友善的飲食觀。另

慈濟基金會首次參與

主辦「印順導師思想

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

術會議」，由副執行

長何日生（右）代表

與會。圖片／玄奘大

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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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全球倫理與省思」議題上，由副執行長何日生以「善經
濟⸺建構利他和合的經濟新時代」為題，表述「利他為本，和
合共善」是善經濟所追求的最終理想與目標之觀點。

此屆學術會議，除論文發表會外，另規劃兩場論壇。其中青年論
壇邀請年輕法師、學者發表長年研究「人間佛教」的心得與論
文；靜思精舍德劭師父便與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博士後研
究員德晟法師，共同發表〈當代佛像藝術的開創轉化⸺以慈濟
『宇宙大覺者』為例〉，闡述過往傳統想法所塑造的佛像，其造
型應該考量因地、因人，慈濟「宇宙大覺者」的佛像造型，突破
過往選材等種種觀念，透過開創與轉化，將傳統的佛像觀，回復
佛在人間的特質，呈現普世教化之隨類示相。
會議的另一場論壇，由昭慧法師、中央大學教授李瑞全，以及
慈濟醫療執行長林俊龍、教育執行長王本榮，以「新冠疫情下
的佛法省思」為主題，從慈濟倡導素食護生、醫療機構守護生
命與健康，乃至跨宗教領域援助全球九十多個國家地區的防疫
慈善行動，闡述慈濟志業以實踐為立基點，致力佛法人間化的
精神推廣。
本屆共有五本新書發表，也是歷年最多，其中慈濟志業出版品就
佔了二本，一為教育志業執行長王本榮教授著作《腸樂我淨．素
無量心》，二為慈善志業副執行長何日生著作《善經濟：經濟的
利他思想與實踐》。本屆參與發表的海內外學者計四十五位，共
發表三十二篇論文，逾三百人與會。

「新冠疫情下的佛法省思」論壇，右起有昭慧法師、中

央大學教授李瑞全、主持人黃運喜及慈濟教育執行長王

本榮、醫療執行長林俊龍共同探討交流。攝影／楊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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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1.06 慈濟美國波士頓聯絡處於夏利臣街（Harrison Ave.）的華人經濟

發展協會，設置「慈濟波士頓社區服務站」，本日啟用，每週
二、三及週六上午10時至下午3時，安排志工駐點，提供各項諮
詢服務。

 ◆ 2021.11.07 慈濟菲律賓分會歡慶二十七周年，於志業園區舉辦朝山及義賣活
動，義賣所得悉捐建設基金。

 ◆ 2021.11.07 臺東慈濟志工於靜思堂舉辦「濟劑愛心」義賣會，收入捐助「全
球共善•救拔苦難」勸募基金，響應捐購輝瑞疫苗（BNT）。

 ◆ 2021.11.09 雲林慈濟志工響應慈濟基金會輝瑞疫苗（BNT）捐購，9、10日
在雲林聯絡處疫苗接種站，舉辦素食食品義賣。

 ◆ 2021.11.10 中國宗教徒協會理事長釋明光法師，偕同七大宗教團體成員一
行三十八人參訪花蓮靜思堂，由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劉效成陪
同接待。 

 ◆ 2021.11.10 證嚴上人歲末祝福行腳至桃園靜思堂，桃園巿巿長鄭文燦率領
市府團隊前來溫馨座談，感恩慈濟提供靜思堂場地做為疫苗接
種站。

 ◆ 2021.11.10 慈濟基金會提供大安聯絡處做為公費流感疫苗接種站，服務昌隆
里社區長者，巿長柯文哲本日帶領巿府團隊前往視察運作。大
安聯絡處原為臺北分會，於1991年啟用，2017年遷址新店靜思堂
後，於2018年更名。

 ◆ 2021.11.11 印尼教育文化科技部人格培育中心安排來自各地高中、高職老
師，及學生各三十位，參訪慈濟印尼靜思堂，了解慈濟在當地的
善行與大愛精神。這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慈濟靜思堂重啟
接待的第一批外賓參訪。

 ◆ 2021.11.12 慈濟基金會參展作品《李子樹下的歌聲》榮獲2021年中國公益映
像節「公益組織類優秀作品獎」。該片紀錄慈濟與福建省連城縣
人民政府合作鄉村振興專案，志工於農忙時節為兒童量身打造營
隊、陪伴其成長的快樂點滴。

 ◆ 2021.11.12 印尼中亞銀行總經理賈嘉（Jahja Setiaatmadja）等一行人，參訪
慈濟印尼志業園區，了解慈濟志業發展與精神。印尼分會執行長
劉素美負責接待，並感恩該銀行長期護持慈濟，及在6月新冠肺
炎疫情嚴峻之際，捐贈慈濟七千三百二十個N95口罩。

 ◆ 2021.11.13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受妙華山藥王院邀請，參加一年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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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袈裟法會，由慈濟志工負責開場，引領會眾虔誠獻供袈裟
給僧侶。

 ◆ 2021.11.14 慈濟美國總會於11月14、21、28日及12月5、12、19日舉辦「心靈
關懷線上工作坊」英文課程，教導學員關懷災民、弱勢族群心靈
的知識與技巧。此為靈性關懷師培訓的兩個必修系列課程之一。

 ◆ 2021.11.14 印尼雅加達慈濟志工、大愛媽媽受到緬甸志工啟發，向慈少班宣
導「米撲滿」活動，籲請學生每天家裡煮飯前，存一湯匙量白米
助人。是日，舉辦首次米撲滿回娘家活動，第一個月收集約兩百
公斤大米，轉贈予大愛二村的十四位獨居長者，以及十四位慈少
班清寒學生家庭。

 ◆ 2021.11.16 慈濟基金會人資處舉辦全球永續趨勢系列講座，邀請安侯建業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分享從企業減碳到淨零碳排等新知，並由執行長
辦公室推素團隊介紹蔬食平臺的規劃與推廣進度，提升全體職工
的認知。

 ◆ 2021.11.16 臺南市慈濟大愛媽媽成長班於安平聯絡處，舉辦惜福二手巿集，
所得悉捐慈濟基金會輝瑞疫苗（BNT）採購基金。

 ◆ 2021.11.18 證嚴上人歲末祝福行腳至臺中，是日撥冗前往工程中的東大園區
視察。東大園區的靜思堂主體結構大致完成，進入收尾階段，戶
外空間則打造成生態園區，未來開放民眾使用。

 ◆ 2021.11.18 慈濟基金會參加即日起至12月21日的「ZA Share雜學校創新大會
•創新創意虛擬會展」，開設「慈濟大專青年」、「Fun大視野 

想向未來」青年創新推動計畫兩個虛擬攤位，向社會大眾說明計
畫緣起、目標等，擴大宣傳效應。

 ◆ 2021.11.19 證嚴上人歲末祝福行腳至臺中靜思堂，臺中巿巿長盧秀燕率領巿

慈少班孩子響應米撲

滿回娘家活動，捐出

大米行善助人。攝影

／Metta Wuland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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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團隊來訪，感謝慈濟在疫情期間關懷弱勢兒童、提供安心生活
箱，也積極在公部門推動蔬食文化。

 ◆ 2021.11.19 莫三比克慈濟本土志工發動竹筒募款，響應慈濟基金會採購輝瑞
疫苗（BNT），並自編歌曲獻唱，為證嚴上人與所有慈濟人加油
打氣，同時表達感恩。

 ◆ 2021.11.20 慈濟美國總會於20、21日在聖迪瑪斯志業園區舉辦「2021年慈善
感恩音樂會」，以及在30日舉辦「慈善星期二」雲端音樂會，收
入分別挹注慈善與國際援助基金，持續關懷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的弱勢家庭，及幫助海地地震、加州林火、艾達颶風、肯塔基龍
捲風等災民。

 ◆ 2021.11.20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是日於桃園巿八德靜思堂舉辦共修，邀請志工
曾立文授課，教導製氧機原理、保養常識及維修技巧。

 ◆ 2021.11.22 證嚴上人歲末祝福行腳至臺中巿，是日前往參觀龍井共修處新會
所。該據點因地形狹長、志工活動及人氣旺，上人曾讚歎猶如
「菩薩甕」，新會所啟用後更勉眾要顧好菩薩的家，做個勤精
進、利益人群的人。

 ◆ 2021.11.23 證嚴上人歲末祝福行腳至慈濟苗栗志業園區，縣長徐耀昌帶領縣
府團隊前來拜會，感恩臺中慈濟醫院在縣內出現移工群聚感染
時，全力支援快篩，守護鄉親健康。

 ◆ 2021.11.23 「第九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措
施，於23至25日改為雲端辦展形式舉行。慈濟基金會自2012年首
屆以來，年年參展，此屆以「大愛共善•同享小康」為主題，展
出慈濟在當地積極參與鄉村振興、助學育才、環保教育、災後急
難等項目點滴。

 ◆ 2021.11.25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出席「2021年馬來西亞大獎暨慈善之夜
（MyMalaysia Awards & Charity Night）」，並獲頒組織企業社會

全美慈少所組成的管

弘樂團，在慈善感恩

音樂會中，演奏《讓

愛傳出去》歌曲。攝

影／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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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卓越獎，肯定慈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馳援逾二千三百家
機構、幫助至少三萬四千戶次家庭紓困等付出。

 ◆ 2021.11.27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舉辦三十周年感恩慈善晚會，邀請唐美雲、萬
芳和馬來西亞聲樂家陳素瑄等獻唱，及優人神鼓等團體演出，募
集善款挹注慈善基金使用。

 ◆ 2021.11.27 證嚴上人歲末祝福行腳至新店靜思堂，新北市長侯友宜帶領巿府
團隊前來拜會，感謝慈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於防疫物資捐
贈、醫療防疫救治、靜思堂疫苗接種站等各項協助，並出席臺北
慈濟醫院歲末祝福場次，親向慈院醫護人員致意。次日，衛生福
利部部長陳時中、臺北巿巿長柯文哲相繼率領團隊來訪，感恩慈
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付出，包含輝瑞疫苗（BNT）捐贈、安
心生活箱關懷弱勢學童家庭、捐贈各項防疫物資等。

 ◆ 2021.11.27 印尼斯利威嘉亞佛教大學（STABN Sriwijaya）師生響應慈濟印尼
分會竹筒歲月活動，是日捐出竹筒零錢，作為分會慈善基金。該
大學位在萬丹省（Banten）當格朗巿（Tangerang），校舍工程因
經費不足、無法完工，遂由慈濟出資協助援建，於2010年8月8日
正式啟用。

 ◆ 2021.11.28 慈濟印尼分會於靜思堂舉辦人醫會十九周年活動，以多點雲端
連線方式進行，回顧2002年11月成立以來的成長點滴，並歡迎
一百六十三位新成員加入。

 ◆ 2021.11.3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1月30日至12月2日，與美國環境保護署
（US EPA）、全球環境教育夥伴（GEEP）、北美環境教育學會
（NAAEE）、全球環境教育夥伴亞太中心（GEEP APRC）共同
舉辦線上「2021亞太環境教育論壇」。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
應邀，擔任開幕致詞嘉賓，並於「環境教育的未來」專題講座，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

博文於「2021亞太環

境教育論壇」，擔任

開幕致詞嘉賓。攝影

／陳祖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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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灣環境教育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分享未來環境教育的展望與
執行方向。

 ◆ 2021.11.30 新竹市靈隱寺第四任住持兼任中華佛教比丘尼協進會創辦人明宗
法師，於11月10日圓寂辭世，享壽八十五歲。是日該寺舉辦追思
讚頌法會，靜思精舍德佩師父偕同慈濟志工出席致意。

十二月
 ◆ 2021.12.01 證嚴上人歲末祝福行腳至新店靜思堂，受託修復慈濟志工胡光中

致送上人手抄本《古蘭經》的國立臺灣圖書館團隊來訪，並由參
考特藏組組員徐美文說明目前修復進展。翌日，臺灣世界展望會
董事長鄒開蓮、代理會長李紹齡前來拜會，介紹該會濟助兒童的
因緣與工作現況。

 ◆ 2021.12.03 慈濟基金會榮獲美國非營利組織卡莫大雅（Karmodaya）頒贈感
恩獎，由美國總會職工代表領獎。卡莫大雅長期資助印度一家非
營利機構（UPAY），該機構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急需援助，慈
濟獲悉捐贈一百臺製氧機，並與其合作紓困發放三千九百一十七
戶家庭、協助五百劑疫苗接種作業。

 ◆ 2021.12.04 前往英國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二十六屆締約方大會
（UNFCCC COP 26）的慈濟基金會代表團隊，是日在新店靜思
堂，向歲末祝福行腳中的證嚴上人報告此行心得，及永續飲食的
重要性。上人以「食事為大」示勉，節能減碳需從減少口欲、飲
食習慣改變做起。

 ◆ 2021.12.04 慈濟基金會應愛女孩國際關懷協會（Love Binti International）邀
請，宗教處職工林裴菲、鄭家安與黃靖茹代表，出席該協會於
桃園77藝文町六藝展覽坊舉辦的「點亮非洲⸺愛•女孩紀實特
展」開幕儀式；展期至12月26日。

 ◆ 2021.12.08 為表揚並肯定臺灣過往社會創新採購的優秀成績，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首度整合「社創採購」與「新創採購」雙能量，12月8日在
臺北市社會創新實驗中心舉辦「Buying Power社會創新暨新創採
購頒獎典禮」。慈濟基金會榮獲採購首獎及社會共榮組特別獎，
由執行長顏博文、宗教處職工曹芹甄代表領獎。
首獎肯定是來自於慈濟四年間，積極扶植青年公益行動力，自
2017年辦理「Fun大視野•想向未來」青年創新推動計畫，依循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慈濟六大友善價值，針對「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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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與「社會創新孵化與培力」兩大領域，積極廣邀青年投
入，特別是在循環經濟、地方創生，乃至糧食危機等，都有青年
在關注，只是礙於經驗及人脈較不足，無法落實執行，但其創意
十足，因此慈濟為這群青年打造可以育成夢想的舞臺。
青年創新推動計畫今年邁入第五屆，執行長顏博文表示，此屆新
增亞洲隊伍，如馬來西亞或印尼團隊，讓這個計畫從臺灣走向國
際，吸引更多新創青年加入。
慈濟基金會報獎的幾項專案，包含有支持青年公益實踐計畫第三
屆與第四屆的團隊、委託臺灣好室辦理活動、委託社企流辦理循
環經濟工作坊與慈青增能課程、委託「5% Design Action」社會
設計平臺辦理環保站，以及委託玩轉學校規劃與辦理志工增能課
程。其中與臺灣好室共同針對永續合作專案類型，讓慈濟榮獲特
別獎肯定。
臺灣好室創辦人張士庭提到，每年都有超過兩百組的社會創新團
隊報名，所以競爭相當激烈，最終只有十組勝出，而今年有慈濟
基金會的大力後援，攜手協助青年圓夢是一個很棒的計畫。
慈濟身為搭建平臺角色，不只提供足夠資金，更攜手外部公司，
注入專業業師，策劃一系列培力課程，陪伴有理想的年輕人，共
同關心社會永續，創造社會共榮。

 ◆ 2021.12.08 2021年「印證佛學講座」第三場由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BC）主辦，邀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史芬妮，講述「化導
汲取於庠序之外：民國佛教之案例及其當代影響」，另邀渥太華
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安德瑞、慈濟醫療基金會執行長林俊龍擔任與
談人。

慈濟基金會獲得社會共

榮組特別獎，執行長顏

博文從行政院政務委員

唐鳳手中接下獎座。攝

影／顏福江



186

55
 ◆ 2021.12.08 慈濟基金會與南投縣名間鄉公所簽署防災合作備忘錄，透過夥伴

關係的建立，共同強化防救災整備、應變及復原工作。

 ◆ 2021.12.08 慈濟基金會獲得厄瓜多聖塔安那縣拉烏紐鎮（La Union）頒發感
恩狀，感謝慈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提供紓困糧食，關懷貧困
家庭。

 ◆ 2021.12.08 慈濟基金會應僑務委員會邀請，由宗教處職工呂宗翰代表，出
席該會主辦的僑界急難救助學苑，分享慈濟在海外援助僑胞的
經驗。

 ◆ 2021.12.09 慈濟基金會榮獲新北巿政府頒發績優宗教團體感謝獎，表彰慈濟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捐助防疫物資、關懷弱勢家庭及學子、協
助疫苗接種等各項付出，由執行長顏博文代表受獎。

 ◆ 2021.12.09 臺中市東區振興路一慈濟委員住宅於9日凌晨發生大火，當區慈
濟志工獲訊趕往關心，並於12日協助清理現場。

 ◆ 2021.12.11 慈濟臺北分會舊會所位於臺北巿忠孝東路，於2018年更名為「大
安聯絡處」，並展開安全結構等修繕工程；本日完工，同時志玄
文教基金會臺北終身學習教育中心也掛牌啟用，提供多元的社會
教育推展課程。

 ◆ 2021.12.12 證嚴上人榮獲港澳臺灣慈善基金會第十六屆「愛心獎」。是日，
由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出席代表領獎。

 ◆ 2021.12.12 慈濟新加坡分會本年度培訓委員、慈誠課程，因應新冠肺炎防疫
措施，改為線上進行，於4月11日、6月13日、7月11日、10月10

日、11月14日及本日舉辦，共六堂課，內容為靜思法脈、慈濟宗
門之緣起、精神理念與發展，以及四大志業、八大法印等志業脈
動新知等。

 ◆ 2021.12.12 慈濟新加坡分會十二月精進日活動，是日以視訊方式展開，邀請
靜思精舍德諦師父講述「生命教育」、慈濟大學校長劉怡均介紹

第十六屆愛心獎臺灣地區

頒獎典禮在八大電視臺舉

行，由慈濟基金會執行長

顏博文代表領獎。攝影／

陳祖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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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推薦天空學院課程，及氣象專家彭啟明分享參與聯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第二十六屆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 26）心得，
計四百五十人參加。

 ◆ 2021.12.14 慈濟基金會與金門縣政府簽署合作共善備忘錄，針對慈善關懷、
防災教育、生態環保、公益人文等項目展開合作。

 ◆ 2021.12.17 慈濟基金會第三場全球共善學思會，是日在靜思精舍登場，邀請
《世界和平飲食⸺兼顧靈性健康與社會和諧的飲食》作者威爾
•塔托（Dr.Will Tuttle）、玄奘大學教授昭慧法師、新起點健康
中心執行長胡子輝，及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等四人進行專
題發表，並座談交流，共同探討「蔬食防疫與身心健康」。

 ◆ 2021.12.17 臺中慈濟志工發起「萬粽一心，濟劑愛心」活動，於17、18日
在清水靜思堂完成一萬顆素粽，義賣所得響應慈濟輝瑞疫苗
（BNT）採購。

 ◆ 2021.12.18 慈濟功德會（新加坡）舉辦年度歲末祝福感恩會，配合防疫少眾
聚會，分別於18、19及25、26日共辦十四場次，逾一千三百人至
靜思堂參與。

 ◆ 2021.12.19 慈濟基金會與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共同主辦的歲末感恩音樂會，是
日在新店靜思堂登場，邀請各界防疫人員、愛心捐助者與會，感
恩他們在臺灣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無私付出。

 ◆ 2021.12.20 總統蔡英文是日上午至花蓮靜思精舍拜會證嚴上人，感謝慈濟捐
贈輝瑞疫苗（BNT），更感恩志工在疫情期間所做的各項努力，
肯定慈濟長年來為臺灣社會提供穩定力量，是臺灣人的福氣。
總統抵達後首先至大殿禮佛，隨後與證嚴上人、慈濟基金會副總
執行長林碧玉、執行長顏博文、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以及
慈濟大學校長劉怡均等人晤談。
總統首先感恩上人與慈濟，在臺灣疫情最艱困之時挺身而出，與
台積電、鴻海永齡基金會採購捐贈輝瑞疫苗，支持政府防疫工
作，對安定臺灣的民心非常重要；並表示疫情變化多端，從中可
見未來會面對更多挑戰，但臺灣人民韌性堅強、民間組織力量團
結，肯定能攜手共度難關。
慈濟向總統匯報四大志業現況，及進行中的防疫後援工作，包括
全臺三十多個靜思堂提供施打疫苗場地，以及暑期弱勢家庭營養
紓困、停課不停學的「青年線上伴學趣」等各項安心專案，以行
動守護臺灣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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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聽完匯報後，總統再次表達對上人的欽佩，尤其是毅然決定採
購五百萬劑輝瑞疫苗，這是很大的氣魄，因為疫苗相關費用，對
慈濟而言財務壓力肯定不小，並優先提供學生族群施打，讓家長
們放心，對臺灣而言是一件很大的功德，聽到很多志工響應買疫
苗的點滴故事，更感佩慈濟以大愛的精神完成不可能的任務，一
再表達由衷的感謝。
上人則表示，一切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造福人間，慈濟人在海外也
是同樣付出，在臺灣一樣付出如常，都是用很「誠」的愛在付
出，只為了天下苦難眾生，這是慈濟應該做的；並代替全球慈濟
人，感恩總統的肯定與讚揚。

 ◆ 2021.12.25 慈濟基金會2021年全球慈青年會，於25、26日採雲端會議模式進
行，主題為「淘法網」，除各國慈青會務分享交流外，也邀約
慈青學長分享恆持初發心的方法，來自二十一個國家地區、共
九百八十六人參加。

 ◆ 2021.12.25 慈濟柬埔寨聯絡處於25、26日在未來之光孤兒院（The Future 

Light Organization）及會所舉辦兩場歲末祝福；另送六十份禮物
給孤兒院孩童，而會所照顧戶例行發放則每戶多送各一箱素麵、
豆奶。

 ◆ 2021.12.29 證嚴上人歲末行腳至高雄靜思堂，巿長陳其邁率領巿府團隊來
訪，感謝慈濟在新冠肺炎疫情、城中城大樓火災關懷等付出。

 ◆ 2021.12.30 慈濟印尼分會志工前往雅加達社會事務部，拜會部長提莉•斯瑪
哈莉妮（Tri Rismaharini），並分享慈濟

 ◆ 2021.12.31 海地慈濟本土志工，是日在海地會所倉儲舉辦共修活動，主題為
茹素與推素，共三十人參加。

總統蔡英文到訪靜思

精舍，感謝上人及慈

濟志工在疫情期間的

付出，特別是疫苗採

購捐贈，以行動守護

臺灣。圖片／花蓮本

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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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01 中央氣象局本日持續發布低溫特報，新北市中和區慈濟志工晚間
帶著環保毛毯、麵包、八寶粥及口罩等，前往員山公園關懷街
友；樹林區慈濟志工則於8日二度前往樹林車站地下道，為街友
送上熱湯和禦寒物資。

 ◆ 2021.01.01 慈濟基金會第六年資助臺灣盲人重建院辦理丙級按摩養成班，協
助視障者習得一技之長。雙方簽訂公益合作協議書，效期自1月1

日至12月31日。

 ◆ 2021.01.02 馬來西亞柔佛州、彭亨州受雨季長時間降雨影響，自2020年底開
始，兩州的新山、居鑾、哥打丁宜、古來、峇株巴轄、豐盛港、
笨珍、關丹、馬蘭等縣，陸續發生淹水災情。慈濟馬六甲分會南
部各據點及新山支會志工，以柔佛州為關懷重點，2日起就近動
員陸續展開援助行動，前往收容中心或受災社區，致送麵包、乾
糧、飲用水、日用品及口罩等物資。
彭亨州方面，由慈濟雪隆分會及其所屬聯絡據點志工分頭進行
援助。關丹聯絡處於3至10日致送逾一千條棉被、飲用水等物
資，提供二十多個疏散中心的災民使用，並前往關丹縣林明、
斯里再也訪視。勞勿慈濟志工於6、7日前往遭洪水侵襲的立卑
縣文達新村，結合當地義消及民間團體，協助重災區的災民清
掃家園。淡馬魯、文德甲等地區，因河水氾濫，嚴重淹水。慈
濟淡屬聯絡處於9至11日進行熱食發放，為災區居民提供超過
二千四百份餐盒。

馬來西亞彭亨州立卑

縣文達新村遭洪水侵

襲，勞勿慈濟志工結

合當地義消及民間團

體，協助受災居民清

掃環境。攝影／徐家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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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慈濟雪隆分會8日與森美蘭州皇室合作，於彭亨州淡
馬魯縣文德甲，為二百三十三戶水患災民發放物資，亦於10日出
動近三十位志工，支援勞勿志工，至文達災區致送祝福包並進行
造冊。
1月中旬，東馬的砂勞越、沙巴兩州也因連續大雨接連發生水
災。古晉、亞庇、山打根等地慈濟志工，自14日起陸續展開援助
行動，至收容中心發放乾糧、日用品等物資，另前往孟加達、東
貢岸等警局及各路障點，關懷員警並致送泡麵、餅乾及飲用水等
物資。
此次水患正值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疫情升溫，馬國政府於1月中旬
逐步擴大實施行動管制令，使志工人力調度、前線發放備受考
驗。各地慈濟志工取得政府行動准證後，遵守群聚人數限制等各
項防疫措施，展開祝福金發放工作。勞勿慈濟志工於21、30日，
先後前往雙溪吉流、積羅及文達，挨家挨戶為二百九十二戶送上
祝福金及毛毯。關丹志工採小型場次及逐戶探訪的方式，於24日
發放祝福金，共七十九戶受益。淡屬志工則自30日起連續三天，
分別在淡馬魯、文德甲舉辦十餘場小型發放活動，致送祝福金予
四百二十九戶。

 ◆ 2021.01.05 柬埔寨於2020年5至9月遭逢大旱，10月又接連遭到颱風侵襲，兩
度發生水患，包括首都在內約有二十個省市受災，其中素有「柬
埔寨糧倉」之稱的馬德望省（Battambang），發生缺糧危機。慈
濟志工在柬埔寨總理青年志願醫師協會（TYDA）協助下，兩度
前往災區勘災，原預計12月展開發放，受新冠肺炎疫情加重影
響，延至2021年1月5至12日進行，這是慈濟繼1994年水災賑災，
再次因災情伸援馬德望省。
慈濟志工與政府人員協商後，決議援助艾普濃（Aek Phnom）、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疫

情升溫，勞勿慈濟志

工配合防疫避免群聚

規定，採逐戶發放方

式，為雙溪吉流等地

災民送上祝福金及毛

毯。攝影／覃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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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樂善（Moung Russei）、露克基里（Rukhak Kiri）、特模古
（Thmor Koul）、巴威（Bavel）、瓜葛羅（Koas Kralor）等六縣
逾二萬戶受災居民，每戶家庭依照人口數多寡，分別致送適量的
大米及食用油。
柬埔寨慈濟志工人數原本就不多，受疫情管控影響，人力更捉襟
見肘。各縣的區村長與幹事，及青年團、保安、軍警等，主動投
入核對名單、分發領物單等前置作業，並在發放現場協助維持動
線秩序、搬運物資等工作。此外，也不乏災民加入為服務鄉親的
行列，讓發放順利進行。發放活動中，慈濟志工亦向災民宣導防
疫知識，推廣環保、茹素觀念，也分享「竹筒歲月」的慈濟緣
起，鼓勵大家日存點滴行善，獲得鄉親善的回響，匯聚善款捐助
菲律賓天鵝及梵高風災災民。

 ◆ 2021.01.05 菲律賓計順市（Quezon）庫律耶特里（Barangay Culiat）於2020

年12月29日發生社區大火。慈濟志工本日前往發放大米、生活用
品等物資，幫助一百戶受災家庭。

 ◆ 2021.01.06 慈濟緬甸聯絡處於明格拉東鎮（M i n g a l a d o n）、萊古鎮
（Hlegu），進行紓困發放，分別為低收入戶及孤兒院送上大
米、食用油。

柬埔寨馬德望省遭逢

旱災及水患，慈濟前

往該省六個縣發放，

志工及當地政府代表

共 同 為 災 民 送 上 大

米、食用油等物資。

攝影／潘曉彤

八旬退休教師陳漢奇

（中），二十餘年前

參加過慈濟發放，此

次也加入賑災發放工

作 ， 分 送 物 資 給 鄉

親。攝影／黃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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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07 慈濟英國聯絡處與萊斯特市（Leicester）社區公益團體（Chosen 

Zimbabwe）合作，為街友發放睡袋、外套及生活用品等物資，
共十五人受益。

 ◆ 2021.01.08 桃園慈濟志工為八德區永豐路一長期關懷戶，送上淨斯多功能
福慧床、棉被及置物架等，改善案主三兒子長期睡地板窘境。
案主鄭阿嬤年近九旬，一家人有遺傳性疾病，大兒子往生，案
主與二兒子失明，依靠三兒子照顧，但其也患有乾癬及癌症，無
法工作。

 ◆ 2021.01.08 中國大陸遼寧省瀋陽市2020年12月底，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升溫，
當地政府設置社區防疫檢查點加強疫情管控。慈濟志工為關懷防
疫工作人員及志願者，做好個人安全措施後，於8至31日陸續前
往瀋北新區二井社區、皇姑區匯寶社區和渭河社區、鐵西區啟明
社區、瀋河區新北站街道辦事處等十九個單位，包含三個街道、
十六個社區及五十四戶照顧戶，共捐贈N95口罩二百個、醫用口
罩二萬個、醫用手套二萬只，舒緩防疫物資缺乏壓力；另前往匯
寶、啟明、寶石、富民、獅慈、麗水新城等社區及啟工街道辦事
處等二十一個單位，包含二個街道和十九個社區，為防疫人員及
志願者捐贈暖心包一千一百九十四份，感恩他們的辛勞。
慈濟志工除給予防疫物資與關懷，更於12至18日排班協助瀋河區
山東堡社區防疫檢查點輪崗工作，為出入民眾登記訊息與測量體
溫，守護社區民眾安全，並致贈二十份安心祝福包予山東保社區
防疫工作人員，及醫用口罩五百個、醫用手套五百只；此外，志

瀋陽市慈濟志工參與啟明社區核酸檢測點志願者

服務行列，社區幹部（右）協助志工穿上密不透

風的防護服，由另一位志工於背後寫上姓名，方

便人員辨識。攝影／李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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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不忍防疫工作人員在攝氏零下二十度的氣溫中工作，且無休息
時間，遂發起「我來替你站班崗」行動，13日由十二位志工前往
位於鐵西區啟明社區的中國工業博物館，協助引導待檢人員、資
訊登記、秩序維護等工作，為防疫工作盡一分心力。

 ◆ 2021.01.09 南投縣名間鄉南雅街一間店舖9日下午發生火警，波及周邊多間
商家與住家。慈濟志工獲訊趕到現場關心，送上麵包、礦泉水供
消防人員補充體力；11日再度前往關懷，致贈慰問金予受災戶。

 ◆ 2021.01.09 慈濟基金會推動「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居家安全改善服務計
畫，慈發處社工偕同志工前往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進行家訪，評
估長者居家環境及修繕項目。

 ◆ 2021.01.09 菲律賓納卯慈濟志工與北納卯省政府合作，推動農業扶貧計畫，
由政府提供土地、慈濟提供種子及種植技術，援助遍遠地區的原
住民，本日於聖嬰里（Barangay Santo Niño Talaingod）納比蘇蘭
原住民部落（Napisulan），進行說明及示範，計有八十餘戶參與
計畫。

 ◆ 2021.01.09 尚比亞慈濟本土志工展開本年度首次關懷活動，9日於西部省
（Western Province）Mulamba舉辦玉米粉發放、地瓜葉小農
帶動、樹薯食用教學等活動，23日及2月13日則先後前往芒古
（Mongu）Siwa、Nalolo的Siyanda進行。

 ◆ 2021.01.10 印尼三佛齊航空（Sriwijaya Air）由雅加達飛往坤甸的SJ182航
班，9日墜毀在爪哇島外海。慈濟印尼分會志工10日前往雅加達
蘇卡諾哈達國際機場（Soekarno-Hatta Airport）關懷、陪伴乘客
家屬。

 ◆ 2021.01.11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試辦「希望教育」計畫，結合慈善、教育志
業資源，透過社區志工、學校轉介，讓弱勢家庭孩子就讀慈濟

瀋陽市慈濟志工唐曉輝

（左三）等人居住在重

點管控區域無法外出，

慈濟基金會聞訊送來防

疫用品、大米、食用油

等物資，由她轉發給社

區裡的照顧戶。攝影／

劉乙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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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志業體的幼兒園、安親班或假期人文班，以增進其學業學
習成效，並培養端正品格。其中安親班本日在檳城慈濟教育中
心開課。

 ◆ 2021.01.12 新北巿汐止區慈濟志工應崇義高級中學校長請求，致贈六十條環
保毛毯，供該校棒球隊寄宿學生保暖使用；同時進行每週一次的
蔬食供餐，關心學生營養健康。供餐活動自2020年12月展開，為
期兩個月。
崇義高級中學位於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前身為慈航中學，現設
國中部、高中部、高職部、進修部，並於2010年成立棒球隊，培
育體育專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不少家庭因放無薪假或
失業，陷入生計困頓，對此，慈濟於9月推動「看見希望•安心
就學」方案，擴大幫助臺灣地區弱勢學子家庭，提供就學、生活
等相關補助，慈濟志工逐校訪問、說明來意，同步了解各校學生
狀況。
汐止區慈濟志工來到崇義高級中學了解現況，除聽取蔡幸芳校長
說明學校經營的難處外，也聽聞校內棒球隊學生遇到些許困境。
棒球隊孩子多數來自偏鄉及原住民部落，家庭經濟較為弱勢，
早、午餐由校方提供，但晚餐必須自理，孩子們常以自助餐，或
到附近便利商店購買泡麵、麵包，隨意打發，志工感到不捨，也
擔心孩子們的營養，遂決定每週二為孩子們提供蔬食晚餐。

慈濟志工每週二下午三點，準時來到汐止聯絡處備餐，考量棒球
隊員運動量大，總是精心烹煮各式美味料理，有深綠色蔬菜、
酥脆黃金的炸素排骨、開胃多料的酸辣湯等，不僅讓孩子們可以
胃口大開，也能慢慢喜歡上素食美味。高三球隊小隊長陳仕翰表
示，剛開始大家不習慣吃蔬食，但幾週下來漸漸習慣，也漸漸喜
歡蔬食的美味。

慈濟志工每週二，為

崇義高中棒球隊學生

提 供 美 味 的 素 食 晚

餐，關懷陪伴這群離

鄉背井、住校的球隊

學生。攝影／林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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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學校地處山邊，環境偏濕冷，適逢2020年底連續幾波寒流報
到，這群離家住校的孩子就算穿起厚外套，還是擋不住陣陣寒
意、不斷發抖。蔡幸芳校長看了很不捨，也擔心孩子感冒，便向
志工提出需求，於是1月12日這天，慈濟志工不僅送去每週一次
的蔬食餐點，也為每位孩子送上保暖的環保毛毯。
2月2日，在農曆新年到來前，慈濟志工週二供餐服務暫告一段
落。當天志工貼心準備了小禮物送予孩子們，也送去香積麵、福
慧珍粥、五穀粉等物資，讓孩子們肚子饑餓時，不愁沒食物；
六十位孩子也在教練的招呼下，立正彎腰鞠躬，大聲說：「祝福
慈濟爸爸、媽媽，新年快樂！」 

 ◆ 2021.01.12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12至14日，陸續在重慶市綦江區新盛街道、
打通鎮、永城鎮、趕水鎮、三角鎮等地，進行寒冬送暖活動，持
續關懷受2020年7月汛期水患影響的鄉親，共舉行三十五場，致
送大米、食用油及禦寒衣物等物資，幫助三千九百八十九戶困難
家庭。

 ◆ 2021.01.13 中國大陸河北省石家莊市當地政府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於3

日提升防疫管控措施。10日，本身為醫師的慈濟志工王鈞，得知
位於家鄉石家莊的河北醫科大學第一醫院需要支援防疫物資，便
將訊息回饋予慈濟基金會。
慈濟基金會獲報後，了解防疫物資需求，於11日，從四川與江蘇
昆山集結所需物資，透過航空託運或陸路物流送到北京。翌日，
北京的職工得知來自昆山的運輸司機，沒有進行新冠肺炎病毒核
酸檢測，無法直接進入北京與四川送來的物資集結，便立即協調
自北京出發的運輸車輛前往對接地點，進行物資轉移。
13日，載運防疫物資的車輛囿於防疫期間嚴格的交通管控措施，
無法進入石家莊城區，當地志工即聯絡受捐單位負責人及交通管

慈濟志工在最後一次

素食晚餐服務時，另

為每位孩子送上一份

年 節 禮 物 ， 有 香 積

麵、福慧珍粥、五穀

粉等物資。攝影／林

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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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門協助，幾經波折後順利運抵河北醫科大學第一醫院，由院
長董升代表接收。
多地志工齊心協力排除困難，於六十二小時內集結、運輸物資，
共捐贈醫用口罩三萬五千個、防護服三千件、醫用手套六千只、
安心祝福包二千份、毛毯與圍巾一千套，以及環保餐具三百套，
協助醫院對抗疫情。

 ◆ 2021.01.13 約旦慈濟志工於馬夫拉克（Mafraq）進行寒冬送暖，為貝都因貧
戶，及虎威賈村、卡迪爾納佳村的敘利亞難民，送上煤球或柴
火，共一百一十七戶受益。

 ◆ 2021.01.14 墨西哥慈濟志工本日起陸續捐贈口罩、防護衣、防護靴等物資，
予墨西哥城醫療衛生相關單位，作為新冠肺炎防疫之用。

 ◆ 2021.01.15 印尼西蘇拉威西省（West Sulawesi）於本日凌晨2時許，發生芮
氏規模6.2地震，慈濟印尼分會及錫江聯絡處，緊急籌集毛毯、
草蓆、口罩、大米等生活物資，於15、17日委請軍方送往災區。

 ◆ 2021.01.16 花蓮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慈警會）與慈濟志工，走訪花
蓮縣政府警察局天祥派出所、合歡派出所，慰問合歡山雪季期間
值勤員警，並致贈三十箱香積麵、十箱福慧珍粥、八十條圍巾，
以及三十包暖暖包、三十罐高氧氧氣瓶。

 ◆ 2021.01.16 臺北市大安區慈濟志工自2001年起，關懷芳蘭山莊空軍退役官兵
暨眷屬，並自2009年增辦歲末祝福暨圍爐活動，今年因新冠肺炎
疫情，改以餐盒代替，動員志工約百人，與約五十位長者提早共
享年節歡樂。

 ◆ 2021.01.16 花蓮靜思精舍德晗師父、德慶師父偕同新北市慈濟志工，前往新
莊區樂生療養院關懷院民，感恩大家對慈濟長期的護持，並傳達
證嚴上人的關懷與祝福。

 ◆ 2021.01.16 慈濟緬甸聯絡處志工前往莫比鎮鳥內秉村（Naung Na P in 

石家莊市採取嚴格的新冠

肺炎防疫管控措施，遂由

當地慈濟志工承擔物資交

接 任 務 ， 圓 滿 多 地 志 工

合作、無縫連接的捐贈任

務。攝影／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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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gae），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為四百三十三戶貧困家
庭送上大米、食用油。

 ◆ 2021.01.16 慈濟美國波士頓聯絡處響應羅德島州美國退伍軍團協會
（American Legion Post 85）冬衣募集活動，本日將募得的
一百二十一件兒童禦寒衣物送往發放現場，並交流慈善援助理
念。

 ◆ 2021.01.17 彰化縣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繼二林鎮、田中鎮
後，本日在田尾鄉啟動，慈發處社工偕同志工，在溪頂村、新
厝村村長等人陪同下，訪視四十九戶家庭，評估居家安全改善
需求。

 ◆ 2021.01.17 莫三比克中部地區於2020年12月下旬遭熱帶風暴夏朗（Chalane）
侵襲。由於曾經歷2019年伊代風災的衝擊，慈濟本土志工在風暴
來臨前以家訪方式向鄉親宣導防備災，提供回收米袋讓居民製作
沙包，也協助他們加強房屋的牢固，並於2021年1月17至20日發
放食物及建材，幫助一千五百多戶災民重建家園。
與夏朗風暴相隔不到一個月，熱帶氣旋埃洛伊斯（Eloise）於1月
23日直撲同一個地區。由於大部分的部落位處低窪地區，政府
設立收容中心，讓撤離民眾避難，卻苦無經費為他們供應充足
的糧食。慈濟本土志工勘災後，以雅瑪郡（Nhamatanda）堤卡鎮
（Tica）及布齊郡（Buzi）瓜拉瓜拉區（Guaraguara）為援助重
點，自28日起提供玉米粉、大豆等食材予收容中心，並協助烹煮
工作，同時發放環保餐具、布口罩，讓災民使用，以減少疾病傳
染的機會。

此外，慈濟基金會在伊代風災後，協助修繕的莫凡比斯中學、
埃社圖羅小學、工業小學、2月3日小學、穆達穆甫小學等五所學
校，在熱帶風暴夏朗及熱帶氣旋埃洛伊斯的接連侵襲下，校舍再

莫三比克埃洛伊斯風災

過後三週，政府陸續關

閉收容中心，慈濟志工

發放食物、建材及作物

種子，讓災民返家後能

盡快重建家園。圖片／

莫三比克慈濟志工蔡岱

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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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毀損。慈濟遂於2月啟動修繕計畫，於2月28日完成。
災後三週，政府陸續關閉收容中心，慈濟志工為協助災民
重建家園，於2月13日至3月30日分別在堤卡鎮（Tica）、
拉梅高（L a m e g o）、梅圖希拉（M e t u c h i r a）、雅瑪鎮
（Nhamatanda），及兩個收容中心，發放食物、建材工具及各類
農作物種子，共三千六百六十六戶受益。熱食發放截至4月10日
最後一個收容中心關閉，總計供應超過五十八萬一千人次。

 ◆ 2021.01.18 慈濟基金會捐贈四百條環保毛毯，予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
署，供執勤隊員及獲救民眾保暖使用。捐贈儀式在空中勤務總隊
臺中基地舉行，由基金會副執行長張宗義代表致贈。

 ◆ 2021.01.18 高雄慈濟志工結合教師聯誼會成員，組成「品格反毒教育團
隊」，自2009年起，每月一次前往仁武特殊教育學校關懷學童；
本日參加校方舉辦的歲末除舊布新活動，進行品格教育教學，並
接受高雄市教育局頒贈感謝狀。

 ◆ 2021.01.19 因應桃園新冠肺炎疫情升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大型活
動若無法落實完整防疫措施，應停辦或延期。慈濟基金會防疫協
調總指揮中心於晚間6點30分，在大林慈濟醫院宿舍召開臨時防
疫會議，研討各志業防疫運作、各項活動應變措施，包括北部兩
場大型活動⸺波力救援小英雄、優人神鼓公演延期，北桃竹歲
末祝福等集會活動延期或調整舉辦方式，以及本年度全臺冬令發
放取消圍爐，改採「逐戶發放」或「戶外定點」發放等，以減少
聚眾風險，並於翌日正式公告實施。

 ◆ 2021.01.19 新北巿永和區慈濟新芽課輔班於永和共修處舉辦第二十四期圓
緣，志工請孩童以家中閒置物品作為交換禮物，延續物命。

 ◆ 2021.01.19 慈濟馬來西亞吉打分會照顧戶歲末發放活動，配合新冠肺炎防疫
措施，於19至21日由慈濟志工逐戶關懷，並送上年節物資。

 ◆ 2021.01.19 印尼南加里曼丹省（Kalimantan Selatan）因連日大雨，多處傳
出淹水災情。慈濟志工與國家災害應變署地海縣（Tanah Laut）
分局合作，於巴迪巴迪鎮（Bati-bati）六個避難所，為災民發放
二百五十份生活物資及清潔工具。

 ◆ 2021.01.19 美國加州西聖蓋博谷基督教青年會（YMCA of West San Gabriel 

Valley），於新冠肺炎疫期學校停課期間，為醫護暨警消人員及
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提供課輔服務。慈濟愛滿地聯絡處本日捐贈
二十五份學用品背包，予課輔班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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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19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前往聖瑪麗亞醫院（Cl ín i ca San ta 

Maria），關懷一名罹患先天性心臟病的新生兒家庭，因個案父
母需每日往返於倫戈鎮（Rengo）與聖地牙哥之間，交通開支負
擔沉重，故提供生活補助金，協助減輕經濟負擔。

 ◆ 2021.01.20 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捐贈六百餘冊書籍，予墨西哥荷呼特拉市
（Jojutla）天主教莫雷洛綜合學校（Instituto Morelos），由提娃
那市（Tijuana）修女會轉交。

 ◆ 2021.01.21 臺北慈濟志工一行七人前往中山北路某公寓，為一戶兩老相依家
庭清掃住所、更換新床。兩名長者年逾七旬，阿嬤體弱需人照
顧，阿公本以小吃生意維持家計，2020年中風後無法工作，慈濟
志工李瑞珠主動關懷並提報慈濟，11月22日入戶訪視後，列為濟
助個案。

 ◆ 2021.01.21 慈濟越南聯絡處與西寧省政府及落葉劑受難者協會合作，於21、
22日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為一千二百五十戶困難家庭致
送大米、調味料、食用油、布口罩等物資，及一百萬越南盾（約
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生活補助金。

 ◆ 2021.01.22 慈濟臺南分會致贈一百四十張淨斯多功能福慧床，以及一百四十
條環保毛毯予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七個救災救護大隊值勤使
用。

 ◆ 2021.01.22 慈濟約旦分會於約旦河谷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為法努西
村（Fannoush）、伊本•阿茲瓦村（Durar Ibn Azwar）、卡瑞瑪
村（Karaimah）的貧困家庭，發放生活物資及補助金，共六百戶
受益。

 ◆ 2021.01.23 慈濟基金會全臺冬令發放活動，配合政府提升新冠肺炎防疫措
施，取消圍爐活動，改採逐戶發放，或戶外定點發放，為弱勢家
庭送上「慈善物資卡」及各項年節物資，並提醒人人落實防疫。

慈濟歲末圍爐活動雖因

疫情取消，但志工的愛

與 關 懷 始 終 不 變 ， 帶

上滿滿的年節物資與年

菜 ， 走 訪 每 戶 弱 勢 家

庭，送上新年祝福。攝

影／黃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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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本日起，率先在新竹、臺中、高雄等地同時開跑，全臺約二
萬四千戶家庭受益。
慈濟自1969年2月9日在花蓮普明寺，第一次舉辦冬令救濟發放，
並以素齋宴請貧民後，為照顧戶與獨居長輩舉辦歲末圍爐及冬令
發放，成了每年春節前夕的重要活動。2021年因新冠肺炎防疫管
制升級，慈濟為避免聚眾，取消冬令圍爐活動，花蓮靜思精舍、
臺東聯絡處等部份地區，改採定點戶外模式的小規模發放，除冬
令物資，志工也貼心送上美味餐盒等。
此外，逐戶發放部份，各地慈濟志工關懷弱勢的心意濃烈，除了
年貨物資外，更希望能讓照顧戶及獨居長輩感受年節團圓的氣
氛，於是各顯身手，別出心裁地為他們送上美味年菜，傳遞來自
證嚴上人及全球慈濟人的新年祝福，以及滿滿的愛。

在南部，高雄志工大動員，在高雄靜思堂、大樹共修處、新興
共修處、湖內正意環保教育站、鼓山與前鎮社區中央廚房等六
個定點，於1月31日至2月7日期間，精心烹煮一千多份年菜，含
五菜一湯，外加一個蘿蔔糕、一包大燕麥、福慧糕，另附上兩
顆蘋果，再由慈濟志工親送到府，讓弱勢族群都能感受圍爐的
氣氛；臺南地區，則是送上愛心八寶飯、十全大補湯，關心每
戶弱勢家庭。
在北區，志工各展廚藝，別具巧思。臺北巿中山區往年圍爐，每
桌必備春節刈包，象徵「財富飽滿」，此次雖沒有圍爐，但依舊
準備了刈包，逐一送到四十二戶弱勢家庭；三重、板橋區，除福
慧珍粥、五穀粉、香積麵等往年必備的年節物資外，兩地志工也
送出了年菜，三重準備珍菇酸菜鍋，板橋則有油飯與大補湯，希
望幫弱勢家庭在除夕圍爐時加菜。
其中，板橋區慈濟志工考量每戶家庭人口數不同，特別採購了兩

高雄慈濟志工將豐盛年

菜（五菜一湯）送到照

顧戶與獨居長者家，讓

他們感受到慈濟的愛與

祝福。攝影／許清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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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尺寸的不鏽鋼保溫提鍋，人數較少就送小份提鍋，人數較多就
以大份提鍋為主；而提鍋一方面可保溫湯品，使用完後也可讓照
顧戶們再利用，一舉數得。
未準備年菜的地區，慈濟志工則以其他物資代之，為照顧戶家庭
添年貨。例如在新竹，有香積麵、淨斯五穀粉、福慧珍粥、紅
包、春聯，以及象徵平安吉祥的橘子和蘋果，也有當地善心人士
捐贈的米粉（炊粉）與冬季暖衣；在桃園復興區羅浮里的合流部
落，志工逐戶慰訪蘇迪勒颱風受災鄉親，關心他們入住永久屋後
的現況，也為他們送上年貨與新年祝福。
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年度圍爐活動取消，讓不少志工感到有
些可惜，但對弱勢族群的愛與關懷，始終如一。雖然少了齊聚圍
爐的熱鬧氣氛，志工仍舊貼心送上精心準備的年菜，而年貨送到
府，也增加志工到照顧戶家裡關懷的機會，了解他們生活現況，
與他們話家常，增添溫馨的互動情誼。

 ◆ 2021.01.23 臺中巿大雅區慈濟志工一行十五人，本日前往忠義里月祥路一
戶民宅，為許阿嬤母子歡慶入新厝。許阿嬤高齡八旬，獨自照
顧四十歲智障兒，住房於2020年6月6日因電線走火燒毀，志工
翌日前往關懷，因案家領有補助、房屋由里辦公室募款重建，
遂列為居家關懷對象，11月21日再送去冰箱、洗衣機、衣櫃等家
電用品。

 ◆ 2021.01.23 慈濟美國華府分會推動新冠肺炎疫期紓困計畫，與維吉尼亞
州瀑布教堂市（Falls Church）小兒科診所（Pediatrics of Seven 

Corners）合作，自2020年7月11日起，持續為低收家庭提供食
糧；本日進行本年度首場發放，共三十二戶受益。

 ◆ 2021.01.24 慈濟法國聯絡處志工前往巴黎第十七區庫瑟樂（Courcelles）臨時
收容中心，為五十位街友發放毛毯、圍巾等冬令物資。

新北市板橋區慈濟志工

將大補湯與油飯，分裝

在不同尺寸的不鏽鋼保

溫提鍋，準備送到照顧

戶、獨居長者家中，讓

他們溫暖過好年。攝影

／黃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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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24 慈濟越南聯絡處與胡志明市紅十字會合作，於本日展開為期三天

的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為全市二十四個郡縣三千戶貧民，發
放紓困金和新年禮。

 ◆ 2021.01.25 慈濟基金會長照推展中心於彰化靜思堂成立「彰化日照中心」，
本日舉行揭牌典禮。

 ◆ 2021.01.25 加拿大多倫多政府防範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實施居家令。慈濟志
工關懷弱勢族群，本日前往街民健康護理基金會（Street Health 

Community Nursing Foundation）致送五千片口罩及三百件防護
衣。

 ◆ 2021.01.27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造成逾一億人感染，二百多萬人往生。
臺灣自2020年初進行各項應對措施，幸因防疫有成、迅速解封，
於年底啟動秋冬防疫專案，嚴防國際疫情入境，未料2021年1月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傳出院內群聚感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緊急啟動部桃專案，擴大居家隔離及檢疫對象，各縣巿政府也同
步提高防疫層級。此事件造成二十一人染疫、一人死亡，逾四千
人匡列隔離。
慈濟基金會關懷醫護人員，於本日致贈一千份安心祝福禮，予衛
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物資包含淨斯本草飲、福慧珍粥、五穀粉、
香積飯、祝福吊飾及慰問信等，為眾人加油打氣，感恩有他們守
護在新冠肺炎防疫第一線；另於2月4日送出一千份安心祝福包、
二萬只醫檢乳膠手套，交予桃園巿政府，攜手關懷居家隔離與檢
疫者，協助防疫工作，同時致贈一千個由高雄慈濟志工自製的防
護面罩給桃園巿政府警察局。
值得一提的是，因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事件影響，桃園巿政府於
1月25日宣布志工服務、營隊社團等大型集會活動一律停止。對

桃 園 慈 濟 志 工 致 送

一千份安心祝福禮，

為衛生福利部桃園醫

院的第一線醫護人員

加油打氣。攝影／黃

瑞芬



203

年
表
慈
善

此，慈濟緊急停止六十五歲以上志工出勤，限縮人數在四十人以
下，由六十五歲以下志工承擔安心祝福包的打包作業；捐贈儀式
也一切從簡，到場人員控制在十人以下，物資送到定點，再由對
方取走，嚴格遵守社交安全距離。
2月19日，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於一系列清零、防控措施後恢復
營運，各縣巿政府也逐步放寬防疫管制，高雄慈濟志工依允諾，
於農曆春節期間，趕製一萬片防護面罩，於20日送到了桃園巿政
府衛生局。此次高雄所自製的防護面罩為升級版，相較2020年所
製的面罩，使用材料不同，利用PC板製作，並增厚到零點二五
釐米，消毒後可重複使用，同時改採熱熔膠方式固定鬆緊帶，不
使用過往釘書針，以避免使用者的手套被釘書針勾到損毀，兼具
環保也強化了保護功能。

 ◆ 2021.01.28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於1月28、29日及2月3至5日，針對花蓮縣秀林
鄉景美村、佳民村、銅門村，以及花蓮巿、新城鄉、吉安鄉、壽
豐鄉、萬榮鄉、鳳林鄉與光復鄉，共一百四十戶獨居長者、兩老
相依等家庭，舉辦「寒冬送暖⸺安心防疫好過年」關懷行動，
致贈營養品、禦寒衣物。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傳出院內感染，桃園

巿 政 府 提 升 防 疫 管

控。慈濟志工配合政

策，以少人數模式進

行安心祝福禮打包作

業。攝影／李昭田

高雄慈濟志工馳援桃

園新冠肺炎疫情，在

農曆春節期間趕製防

護面罩，專車北上送

到桃園，協助桃園市

政府防疫工作。攝影

／黃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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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28 高雄巿新興區歇業多年的今日戲院外牆坍塌，波及鄰宅，無人受

傷。慈濟志工趕至現場，提供礦泉水、麵包等予消防人員補充體
力，並一連三天關懷接受巿政府安置的住民，依房屋受損程度，
致贈兩萬至五千元不等的緊急慰問金，共八戶家庭受益。

 ◆ 2021.01.28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路一弱勢家庭，母子為精神障礙者，住屋老
舊逢雨必漏，經鄰居、社區關懷據點理事長提報，慈濟訪視志
工偕同工程包商，於2020年12月14日家訪評估、30日二次會勘
後，展開屋頂鐵皮、廁所門窗、馬桶、電線等修繕工作，本日
完工入厝。

 ◆ 2021.01.28 印尼雅加達慈濟志工進行新冠肺炎疫情紓困發放，分別前往嘉魯
達學校（Sekolah Garuda）、伊曼紐爾小學（SD Emanuel），為
低收入家庭及教職員發放大米、食用油、大愛麵等生活物資。

 ◆ 2021.01.28 慈濟美國總會遵循新冠肺炎防疫規範，暫停1月份社區大型發
放活動，改與教育機構合作舉辦小型發放；28日起，陸續在
卡德希市（Cudahy）的伊麗莎白學習中心（Elizabeth Learning 

Center）、蓋奇中學（Gage Middle School）、聖安東尼奧小學
（San Antonio Elementary School），以及聖伯納汀諾市（San 

Bernardino）的瓊斯小學（Jones Elementary School）等校，為貧
困家庭致送食物箱及防疫用品，另為無法前往的家庭進行入戶
發放。

 ◆ 2021.01.28 慈濟基金會馳援多明尼加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捐贈三萬五千組由
慈濟大學、臺北慈濟醫院及中央研究院，共同研發的「新型冠狀
病毒抗體快篩試劑」，予該國衛生部。

 ◆ 2021.01.29 英國中部遭強烈風暴侵襲，多處傳出淹水災情，慈濟志工於29至
31日前往伍斯特市（Worcester），為一戶獨居長者安琪拉清掃住
家，並致送急難慰問金、毛毯及乾糧等物資。

 ◆ 2021.01.29 新北市瑞芳區大埔路一棟民宅28日發生火災，造成一人死亡。慈
濟志工本日趕往關心、致贈慰問金，30日協助清掃火場。

 ◆ 2021.01.30 新北市慈濟志工為三峽區安坑里一位八旬獨居長者，打掃雜亂的
住家環境，並進行廁所、排水系統等修繕施工。該案為慈濟「安
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之居家安全改善服務對象之一，由里長
提報，並會同慈濟志工逐一徵求房屋與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方能
進行工程。

 ◆ 2021.01.30 印尼當格朗慈濟志工前往柯倫祖鎮（K r o n j o）芝倫帕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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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umpak），為答如伊提克瑪伊斯蘭學校（Darul Istiqomah）
的八十三位學生家長，以及學校附近的七位獨居長者發放生活
物資。

 ◆ 2021.01.30 慈濟越南聯絡處於30、31日在茶榮省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
放，為岡隆縣、周城縣、小芹縣共七百六十二戶困難家庭，發放
大米、麵條、食用油、布口罩等物資，及生活補助金。

 ◆ 2021.01.31 巴西聖保羅省（Sao Paulo）義大貝蜜市（Itapevi）1月中旬降下
豪雨，造成安東尼社區嚴重淹水，多戶家庭損失慘重。本日慈
濟志工前往致送食物籃，及球鞋、床墊等民生物資，減輕災民
經濟負擔。

 ◆ 2021.01.31 印尼直明丁宜（Tebing Tinggi）慈濟志工進行紓困發放，為當地
貧困家庭發放大米、米粉、食用油等生活物資，共二百五十戶
受益。

 ◆ 2021.01.31 委內瑞拉本土志工進行本年度首次發放，為二十一戶困難家庭送
上玉米粉、麵條、奶油、食用油及布口罩等物資。

二月
 ◆ 2021.02.01 新北巿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之居家安全改善服務，

本日在中和區員山里啟動，為四戶獨居長者、身障失能者，安裝
浴廁、走道扶手，以減少跌倒受傷風險。

 ◆ 2021.02.01 韓國慈濟志工前往江原道襄陽郡，關懷獨居且中風行動不便的林
先生，除送上食物之外，並協助打掃住家。

 ◆ 2021.02.01 慈濟基金會與愛女孩國際關懷協會（Love Binti International）締
約，協助推動烏干達慈善援助工作，合作期間為2021年2月1日至
2022年1月31日，4月間在社區（Syanyonja）完成一口水井，為偏
鄉居民提供乾淨水源。

 ◆ 2021.02.02 臺南市安南區臺江大道1日晚間發生一起重大車禍，釀成六死。
慈濟志工獲訊，本日動員前往市立殯儀館，關懷罹難者家屬，並
致贈急難慰問金；其中一戶婉謝。

 ◆ 2021.02.02 慈濟英國聯絡處捐贈十五部電腦，予牛津郡漢伯勒學校
（Hanborough Manor CE School），提供學生線上學習使用。

 ◆ 2021.02.02 慈濟基金會馳援尼泊爾新冠肺炎防疫工作，與尼泊爾國際佛教
協會合作，推動婦女縫製布口罩職訓計畫，於本日展開第一
梯次布口罩發放，為哥打希瑪依農村自治市（Kotahimai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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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ipality）的十四所政府學校、七所穆斯林學校的教職員生，
以及市府、婦女及社區學習中心人員等，總計逾六千三百人，致
送每人兩個布口罩。
該項計畫源自於2020年12月中旬，尼泊爾國際佛教協會創辦人麥
特立法師，得知哥打希瑪依農村自治市的學生需要口罩，於是通
報慈濟代為請求協助。雙方繼疫情期間的紓困發放後再次合作，
結合五所社區學習中心（Lumbini Adarsha, Madhubani, Tunuhawa, 

Bhagwanpur, Tilaurakot），於12月31日啟動縫製布口罩職訓計畫，
讓社區婦女獲得技能培訓的機會，同時也能賺取工資貼補家用。
三十餘位婦女以十二天的時間，完成二萬個布口罩，並進一步製
作布袋子來包裝，除了減少使用塑膠袋之外，又能讓學生作為文
具袋使用，同時也附上印有英文、尼泊爾文防疫資訊的書籤，提
升大家自我防護的意識。志工藉此因緣，也以雙語靜思語摺頁，
與二十一所學校師生結緣，傳遞正向力量。

 ◆ 2021.02.03 慈濟泰國分會第二階段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自2020年12月起
受疫情再度升溫而暫停，於3日重啟，在北欖府（Samut Prakan）特
帕拉鎮（Thepharak）展開發放，為經濟困難家庭送上生活物資。

 ◆ 2021.02.03 慈濟基金會馳援葡萄牙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捐贈近十萬個口罩、
二萬六千支手套，本日運抵該國中部的唐迪拉（Tondela）、瓦
澤拉（Vouzela）、奧利維拉（Oliveira de Frades）、南聖佩德羅
（Sao Pedro do Sul）等四個市府，援助當地民間安全及社會福利
機構人員。

 ◆ 2021.02.03 慈濟基金會經駐德國臺北代表處漢堡辦事處引薦，與維蘭德•辛

德國慈濟志工捐贈防疫物資，援

助漢堡明愛會行動牙科診所，國

會議員維蘭德（右）、駐德國臺

北代表處漢堡辦事處處長羅美舜

（左），共同見證物資捐贈。圖

片／慈濟德國漢堡聯絡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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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堡醫師（Dr. Wieland Schinnenburg）取得聯繫，得知漢堡國際
明愛會行動牙科診所需防疫物資援助，於本日致送九千八百個口
罩、五百雙手套、六件防護衣，及一百條環保圍巾。

 ◆ 2021.02.04 慈濟基金會致贈一千份安心祝福包、二萬只醫檢乳膠手套予桃
園巿政府，共同關懷居家隔離與檢疫者，協助新冠肺炎防疫工
作；另致贈一千個由高雄慈濟志工自製的防護面罩予桃園巿政
府警察局。

 ◆ 2021.02.04 內政部警政署3至17日實施「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加
上新冠肺炎防疫措施，警消工作愈加繁重。慈濟警察消防暨眷
屬聯誼會即日起展開春安慰勞，致送結緣品，感恩警消人員的
辛勞。

 ◆ 2021.02.04 慈濟基金會捐贈六千個口罩，予北馬利安納群島邦（塞班島）喬
坦奇游公共圖書館（Joeten-Kiyu Public Library），協助防疫新冠
肺炎。

 ◆ 2021.02.06 彰化慈濟志工為秀水鄉陝西村一長期照顧戶修繕住房，整修屋頂
及廚房、增建室內隔間及廁所等，本日完工入厝。
該案是遠從印尼嫁到臺灣的彭姓案主，2015年丈夫因病住院、需
要照顧，家庭生計陷入困頓，而大女兒當年就讀高中，學校老師
了解其家庭狀況後，遂向慈濟基金會提報。慈濟志工訪視評估
後，將其列為關懷對象，提供「安心就學」助學方案，補助案主
子女學雜費，同時定期到府關懷、慰問。雖然案主先生於2017年
往生，子女也陸續從大學畢業，已無助學補助需求，但慈濟志工
仍持續關心與陪伴案主家庭。
由於案主一家住所為公婆留下的老祖厝，鐵皮屋頂、紅磚砌牆、
木製窗框等外觀，處處可見補強、修繕痕跡；走進屋內，由兩道
不相通的門，各自分隔二個空間，但因早年設計不良，屋內無法
建造衛浴空間，母子三人除了長年需到戶外使用公共廁所外，也
無法讓孩子擁有獨自空間，三人同擠一室，加上潮濕，木板隔間
早已變形，居住環境並不理想。
慈濟志工委請基金會營建處職工進行修繕評估、規劃後，自1月2

日起展開修繕前的搬遷與拆除工作，6日更動員男眾志工，協助
開挖化糞池，而後逐一整修屋頂、廚房，及增建室內隔間、廁所
等空間。歷經一個月修繕施工，終於圓滿，趕在農曆過年前，讓
一家三口有一個安全、適宜的居住環境；志工本日特別準備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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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厝用品，以及紅豆湯圓、花生、福慧粥等象徵喜氣的飲食，慶
祝彭姓案主歡喜入新厝，獻上最誠摯的祝福。

 ◆ 2021.02.06 巴拉圭亞松森市1月底大雨成災，多處發生水患。慈濟志工於
6、7日陸續前往荷維島（Isla Jhovy）、邦尼亞都打空部（Bañado 

Tacumbú）、幫尼亞都蘇（Bañado Sur），發放食物包，近
一百六十戶受益。

 ◆ 2021.02.06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關懷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生計的柬埔寨移民，
本日於會所捐贈香積飯、口罩等物資，委請社區代表轉交需協助
的鄉親。

 ◆ 2021.02.06 慈濟美國加州聖谷愛滿地聯絡處展開年度社區報稅服務，因應新
冠肺炎疫情，今年採網路作業模式。為協助不擅使用數位工具的
民眾申報，本日以「得來速」方式，接受民眾送件。

 ◆ 2021.02.06 馬來西亞柔佛州1月遭逢雨災，慈濟居鑾聯絡處接獲豐盛港一所
小學（SK. Peta Mersing）來函，請求援助學用品，幫助該校受災
學生。本日，慈濟志工於會所交付物資，另贈與五百片口罩予師
生使用。

 ◆ 2021.02.07 慈濟基金會接獲廣東省廣州市鐘落潭鎮龍崗村村幹部提報，一對
年逾九旬的曾姓夫婦住屋老舊，燈光昏暗有安全疑慮，經慈濟
志工訪視後，本日為其清掃居家環境，並請電工師傅更換住屋電
線，改善生活品質。

 ◆ 2021.02.07 臺北市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慈發處社工偕同訪視
志工、水電人員，為大安區龍泉里兩戶長者家庭安裝扶手及浴室
止滑墊片，提升居家安全。

 ◆ 2021.02.07 馬來西亞哥打丁宜古素花園（Taman Kuso）、甘望花園（Taman 

Kemang）社區，1月上旬受連續降雨及大潮影響，二度淹水。慈
濟志工前往勘災、造冊，後續祝福金發放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彭姓案主住家是公婆留

下的老祖厝，三合院大

門狹窄，進出困難，志

工齊力將冰箱從屋內搬

出，以利修繕施工。攝

影／紀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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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延至本日以逐戶發放方式進行，共二百六十六戶受益。

 ◆ 2021.02.09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前往聖阿爾弗雷多區（San Alfredo）等
處，關懷水患災民及貧困家庭，並提供食材，協助當地熱食供應
站運作。

 ◆ 2021.02.11 逢農曆除夕，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因應新冠肺炎防疫行動管
制措施，由慈濟志工派送年菜至照顧戶家中，取代以往在會所舉
辦圍爐活動。

 ◆ 2021.02.11 厄瓜多慈濟志工於11至28日展開本年度首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糧
食紓困發放，陸續在曼塔（Manta）、卡諾亞（Canoa）、維和港
（Portoviejo）、聖塔安娜（Santa Ana）等地，為一千五百戶貧困
家庭發放大米。

 ◆ 2021.02.12 慈濟智利聖地牙哥聯絡處志工2月初接獲提報，關懷一名因糖尿
病，致小腿截肢的獨居長者，經訪視評估後，本日送上醫療補助
金，協助其安裝義肢，減輕經濟負擔。

 ◆ 2021.02.12 加拿大卑詩省素里市（Surrey）慈濟志工配合新冠肺炎防疫措
施，於12、17日分別以致送結緣品、在戶外中庭表演舞獅等方
式，向該市敬思老人院（Kinsmen Place Lodge），及蘭里市蘭里
老人院（Langley Lodge）長者，傳遞新春祝福。

 ◆ 2021.02.12 慈濟美國總會應洛杉磯縣政委員會之邀，與美國紅十字會、北門
超市等機構，於核桃公園小學（Walnut Park Elementary School）
發放蔬果乾糧及民生物資予三十家社區慈善組織，由其代為分送
給經濟困難的居民，度過新冠肺炎疫情難關。

 ◆ 2021.02.16 緬甸仰光頂甘鐘鎮色雅度卡路段一處散工住宅8日發生火災，造
成十七戶家庭無家可歸。慈濟志工16日前往安置災民的頂甘鐘第
四中小學，發放大米、食用油、日用品等生活物資及慰問金，另
為當地二十戶貧困家庭送上大米及食用油。

 ◆ 2021.02.18 美國德州2月中旬遭北極氣團侵襲，嚴酷低溫致發電設施毀損停
擺，各地政府緊急成立避寒據點。慈濟達拉斯分會接獲市府請求
支援訊息，本日於會所捐贈九十條環保毛毯予市府專員，由其代
為轉交，供民眾禦寒。

 ◆ 2021.02.18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關懷派內鎮（Paine）街友收容所（Casita 

Albergue Mi Casa es Tu Casa）住民，本日為其備辦蔬食午餐，另
致送二百一十六公斤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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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2.20 高雄慈濟志工自製一萬片防護面罩，本日致贈桃園巿政府衛生

局，協助新冠肺炎防疫工作。

 ◆ 2021.02.20 墨西哥慈濟志工關懷普埃布拉州（Puebla）新冠肺炎防疫人員，
致送防疫物資予特克斯梅盧卡（San Martin Texmelucan）、特沛卡
（Tepeaca）等地醫療院所，及阿特利斯科鎮（Atlixco）軍醫院。

 ◆ 2021.02.22 約旦北部1 7日遭暴雪侵襲，慈濟約旦分會接獲馬夫拉克
（Mafraq）阿布拉希德帳篷區求援訊息，於22日前往為受災家庭
發放乾糧、飲用水、毛毯、篷布及柴火等物資。

 ◆ 2021.02.22 厄瓜多每年10月至隔年5月為雨季，欽博拉索省（Chimborazo）
瓊奇縣（Chunchi）亞美尼亞地區因畜牧業盛行，地質受山林砍
伐，超抽地下水影響，2月中旬不堪連日豪雨侵襲，發生嚴重土
石流，超過五百人被迫撤離。
曼納比省（Manabi）曼塔市本土慈濟志工一行四人，於22、23

日驅車約六小時前往瓊奇縣，與中央政府官員及亞美尼亞區長
同赴災區勘災，了解援助需求，並緊急發放逾四十條毛毯供災
民使用。
志工返回曼塔市後，持續與亞美尼亞區長聖地亞哥•梅迪納
（Santiago Medin）聯繫，以整理出更詳盡的受災名冊，並著手
規劃發放事宜，而基於路程遙遠及安全性考量，決議以支票方式
發放祝福金，並預定於4月2日啟程，再訪瓊奇縣。

未料，當地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突增，政府為防範疫情，重新發
布行動限制令⸺4月1日起連續四天，禁止私家車上路，同時
嚴禁群聚。然而，志工不忍災民受災情、疫病的雙重之苦，
積極向瓊奇市市長申請發放許可，終於在預定行程的前一日獲
准，如期出發。

厄瓜多瓊奇縣2月初發生

山體滑坡，受災民眾超過

百人；慈濟志工在亞美尼

亞區長聖地亞哥．梅迪納

的陪同下，於災區了解災

況。圖片／厄瓜多慈濟志

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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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來自曼納比省曼塔、聖塔安娜（Santa Ana）、維和港
（Portoviejo）、卡諾亞（Canoa），及瓜亞斯省（Guayas）瓜亞
基爾（Guayaquil）五區的本土志工共赴瓊奇縣，並在出發前進
行新冠肺炎核酸檢測，確保對災區民眾健康無慮。抵達後，志
工旋即安排各項前置作業，親自製作及遞送邀請函，並於4月4

日舉辦發放儀式；當天，副市長喬治•路易•阿爾特嘉（Jorge 

Luis Ortega）也帶領市府團隊親臨，協助志工送上緊急祝福
金、環保毛毯等生活物資，共幫助四十三戶家庭，予以安定身
心的溫暖依靠。

 ◆ 2021.02.23 臺中慈濟志工一行四人本日為長期照顧戶何先生清理住家，更
換床單與棉被，改善生活環境。年逾七旬的何先生，原以烏日
中彰橋下、鄰近小公園為家，慈濟志工接獲通報，2016年起互
動關懷，並資助租房費用，同時邀請他至烏日九德慈濟環保站
當志工。

 ◆ 2021.02.23 馬來西亞北海雙溪賴的快樂之家安老院，發生新冠肺炎群聚感
染。慈濟志工自本日起展開關懷行動，陸續送上口罩、手套等防
疫物資，並協助每日送餐，另由訪視志工成立安心小組，以電話
與院內人員、家屬互動。

 ◆ 2021.02.24 臺六十一線西部濱海快速公路北上二百五十四公里處，2月21日
上午7時半左右，因濃霧視線不佳，且未保持安全距離，造成
二十部大貨車與小客車連環追撞的嚴重車禍，有兩人死亡、八人
輕重傷，分別送往雲林縣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及嘉義縣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嘉義長庚紀念醫院救治。
嘉義慈濟志工江淑華接獲訊息，旋即聯繫社區組隊共計十五人，
前往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衛福部朴子醫院關懷，得知傷者均已出

厄瓜多瓊奇縣2月初土石

流受災民眾，面臨重建困

境與防範疫情的夾擊，在

領取慈濟志工發放的環保

毛毯等物資後，暫緩壓

力，展顏而笑。圖片／厄

瓜多慈濟志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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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又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無法入院慰問，遂委請嘉義縣社會
局局長蕭英成，代為向往生者家屬轉達關懷之意；後因家屬婉拒
慈濟慰問，此案暫告一段落。
三天後，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成員，接獲雲林縣警察局北
港分局分局長顏偉丞提報，表明日前車禍事故造成兩人往生，其
家屬需要關懷與陪伴，遂立即將訊息傳達予慈濟基金會慈發處中
部慈善室社工，啟動關懷機制。車禍地點鄰近雲林縣口湖鄉的水
井交流道，該鄉為北港分局轄區，事故發生後即由該分局接案處
理，而慈濟長年關懷該分局，分局長熟識志工，當發現罹難者家
屬需要陪伴時，第一時間便想到了慈濟。
車禍往生者分別居住在嘉義巿與屏東縣，中部慈善室社工旋即聯
繫兩地慈濟志工，進行慰問關懷。嘉義慈濟志工蔡淑惠等一行五
人，本日前往劉厝里關懷；家屬表明家庭經濟狀況尚可，故婉謝
慈濟慰問金，但希望志工能為離去的家人助念，於是翌日動員組
隊，於上午9時前往案家助念，期亡者靈安、生者心安。
另一位往生者大體於22日移靈返回屏東縣潮州鎮，當晚屏東慈濟
志工接獲嘉義慈濟志工訊息，便在23日一早前往案家致意，為往
生者助念；25日二度到府關懷，送上慰問金與祝福禮，並傾聽家
屬不捨之情，撫慰他們悲慟的情緒，之後也將持續關懷一家。

 ◆ 2021.02.24 慈濟基金會捐贈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雲林虎尾講堂十間組合教
室，本日啟用。該批組合教室係南投縣田豐國小2017年重建校舍
時，建構作為學校的臨時教室及辦公室，2020年底校舍完工後，
拆回保存備用，因獲悉該基金會使用貨櫃屋搭建講堂，環境克
難，遂決定捐助。

 ◆ 2021.02.25 慈濟基金會強化與花蓮縣政府簽署的「防災教育」與「醫療衛生
與長期照顧」合作共善項目，本日捐贈一萬一千五百顆住宅用火

嘉義慈濟志工於25日前往

車禍事故往生者家中助

念，為亡者祈福。攝影／

林家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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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警報器（以下簡稱「住警器」）及三組生理監視器，由花蓮縣
政府秘書長張逸華、消防局局長林文瑞代表受贈。
張逸華秘書長表示，近年來消防局致力於提升緊急救護品質，對
於降低醫院急診室的負擔具有實質意義；並針對偏鄉部落、獨居
老人、中低收入戶等，大力推廣住警器裝置，減少火災發生帶來
的憾事。因此，花蓮縣政府對於慈濟基金會的裝備器材挹注，表
達由衷的感謝。
消防局局長林文瑞則是感謝慈濟基金會在救災、救護上的無私投
入，特別在2018年「0206花蓮地震」後，花蓮慈濟醫院加入花蓮
縣地區級災難醫療救護隊，參與密集的訓練及演練，提升整體緊
急救護應變能力，培力在地災難醫療緊急救護資源庫教學人才，
並感謝慈濟加入花蓮縣災難醫療救護隊後勤編制中，提供相關設
備與人力、餐食、災民或家屬心理關懷、大體暫時安置等，協助
醫療隊設置及運作，將救命工作擴大至復原身心靈的範圍。
林文瑞更指出，高級救護技術員的訓練也馬不停蹄地展開，經
過花蓮慈濟醫院的代訓，並通過急診醫學會的甄試，目前已有
五十七人在線上服勤，隨時可執行高級救命術，而今年底第三批
結訓後，總計會有七十七位高級救護技術員，分布在花蓮縣十三
個鄉鎮巿全天候待命，守護民眾的生命安全。
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王志鴻表示，生命不應在偏鄉而有落差，
這幾年花蓮慈濟醫院與消防局建立合作伙伴關係，全面提升到
院前緊急救護技術，推動高級救護技術員訓練課程。在第三批
高級救護技術員訓練完成後，預期花蓮縣高級救護技術員的比

慈濟基金會捐贈一萬一千五百顆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及三組生理監視

器，予花蓮縣政府消防局。攝影／王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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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將會是全國最高，加上今天捐贈的生理監視器，相信會是花
蓮縣民的福音，也期待繼續與消防局保持合作關係，提升到院
前疾病照護品質。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代表，捐贈住警器與生理監視器，並帶
領慈善、醫療團隊全體人員，向長年搶救生命的消防單位致上感
恩與敬意，期盼透過捐贈防災救護設備，攜手打造花蓮幸福快樂
又安全的城市。

 ◆ 2021.02.25 慈濟印尼分會再次與印尼工商會合作，邀約實業家及企業，購買
一萬噸大米及二千萬片口罩，包裝成一百萬份春節禮包，發放給
受到疫情影響的居民，於本日展開第一階段發放。

 ◆ 2021.02.26 慈濟阿根廷聯絡處於閃亮之星協會（Los Luceros），為當地貧戶
發放大米、麵條、扁豆、玉米粉等生活物資，並為學生送上文具
用品。

 ◆ 2021.02.26 慈濟美國奧斯汀聯絡處捐贈一萬片口罩，協助非洲及拉丁裔弱
勢族群防範新冠肺炎，本日由美國拉丁美洲公民聯盟（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副董事艾麗西亞（Alicia Perez 

Hodge）至慈濟會所領取，於當地發放活動（Uplift Austin）分送
給需要的民眾。

 ◆ 2021.02.26 慈濟基金會與中國大陸浙江省紹興市嵊州市民政局合作，2020

年7月啟動「愛同行•樂成長」關愛留守和困境兒童項目。是日
慈濟志工偕同民政局幹部，走訪四十二戶家庭，關懷他們的生
活情形。

 ◆ 2021.02.27 尚比亞西部省因大雨導致尚比西河氾濫成災，淹沒周邊土地及農
田。尚比亞慈濟社區志工展開急難救助，本日於芒古（Mongu）
里亞路村（Lealui）為災民發放玉米粉。 

花蓮縣政府消防局高級救

護技術員，現場操作慈濟

捐贈的生理監視器，示範

多項功能。攝影／王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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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2.27 慈濟基金會與黎巴嫩福圖瓦伊斯蘭協會（Foutowa Is lamic 

Association）合作，共同援助接納海區（Janh）聖西蒙社區（San 

Simon Beach）的貧困居民，原定每月發放一次，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延至2月27、28日進行，為四百三十八戶發放兩個月的
生活物資。

 ◆ 2021.02.28 慈濟阿根廷聯絡處志工前往奇爾美士市（Quilmes）魯漢村
（Villa Lujan），發放一百六十份文具用品，予貧困家庭學生。

三月
 ◆ 2021.03.01 新北市中和區華泰市場內一店面於2月28日發生火災，六人送醫

治療。慈濟志工於1、2日前往關懷，致贈慰問金，6日再協助清
理現場，共動員一百一十六人次。

 ◆ 2021.03.02 慈濟基金會接獲達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致贈一千五百一十二箱高
麗菜，即日起陸續分送至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巿、桃園市、新
竹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及花蓮縣等地，轉贈社
區關懷據點、偏鄉學校及社福單位。

尚比亞西部省大雨成災，

因道路遭洪水淹沒，社區

志工向村民借用獨木舟，

將玉米粉送進受災村落。

圖片／慈濟南非德本聯絡

處提供

新北市中和區慈濟志工身

穿雨衣，協助受災戶清掃

現場，與民眾合力將燒毀

的冰箱從屋內搬出戶外，

等待環保車回收。攝影／

綦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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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02 慈濟基金會於彰化縣二林鎮萬興保安宮舉辦永興里安美專案圓緣

茶會，計三十四人共襄盛舉。慈濟於該里啟動「安穩家園•美善
社區」專案，自2020年10月26日至2021年1月28日，共完成四十一
戶獨居長者、兩老相依、失能等弱勢家庭居家安全修繕工程。

 ◆ 2021.03.02 慈濟日本分會志工前往神奈川町田設計專科學校，關懷助學生。

 ◆ 2021.03.03 基隆巿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2月啟動家訪評估，
本日執行居家安全改善修繕，幫助四位長者提升居住生活品質。

 ◆ 2021.03.04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一處建築工地發生工安意外，造成一人
死亡、數人受傷。慈濟志工4日前往巿立聯合醫院、6日至高雄榮
民總醫院，慰問罹難者家屬、關懷傷者，送出急難慰問金予三戶
家庭。

 ◆ 2021.03.04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4日至中央車站區，關懷瑪麗亞•費爾南
達安養中心分所（Maria Fernanda）院民，了解院方運作困境及
評估援助方式，12日前往致送一百八十公斤大米，及九百六十
片尿布。

 ◆ 2021.03.04 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慈青，發起「每週線上一對一課業輔導」
項目，首批招收慈濟人文學校、個案家庭及志工家庭的學童共七
人，免費輔導英文寫作、數學、閱讀等科目，並予以關懷，陪伴
成長，本日課程正式開始。

 ◆ 2021.03.04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2012年起關懷一位獨居在廣東省東莞市厚街
鎮的張奶奶，並為其安裝樓梯扶手方便行走。今年2月張奶奶接
受心臟手術，受疫情影響志工無法前往醫院關懷，經個案主動聯
繫志工後，本日為其沐浴及清掃居所。

 ◆ 2021.03.05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省（Buenos Aires）慈濟志工，贊助太陽
與綠色無國界民間團體（Asociacion Civil Sol y Verde sin frontera）
提供熱食予社區貧困居民，本日前往致送扁豆、玉米粉、沙拉油
等民生用品。

 ◆ 2021.03.05 慈濟臺南分會本日接獲一陳姓先生來電，表示鹽水區文昌里自宅4

日火災無法居住，獨力撫養二名幼子，收入有限、請求協助，遂
協請志工6日訪視，致送急難慰問金，並將其列入居家關懷對象。

 ◆ 2021.03.06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南路一棟民宅2月27日下午發生火災，無人
傷亡。慈濟志工28日前往安置災民的旅館關懷，致贈急難慰問
金，本日偕同里長、里民及案家等，一同清理現場。累計動員
六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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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06 慈濟臺南分會接獲歡雅國小校長提報，本日動員志工前往鹽水區
孫厝里，訪視一戶家庭並致送急難慰問金。個案夫妻身心狀況不
佳，又逢住家燒毀、父喪，二子暫住鄰居家中，志工訪視後，另
於18、19、22日協助清掃現場。

 ◆ 2021.03.06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前往湖北省武漢市黃梅縣獨山鎮等十六個鄉
鎮，偕同當地鎮村幹部與志願者，進行困境兒童家庭關懷與助學
初訪。

 ◆ 2021.03.06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第三次支援檳城州政府，設立新冠肺炎低風險
隔離治療中心，近六十位慈濟志工與威南佛教會、溫馨之家義
工，合力完成一千零八個床位布置。

 ◆ 2021.03.06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與休士頓食物銀行合作蔬果發放，2021年初因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攀升，暫停發放；志工有感於社區低收入戶受
2月雪災波及，生活亟需援助，故本日重啟。

 ◆ 2021.03.06 慈濟日本分會自2017年起推動新芽助學計畫，迄今補助三十位大
學生。本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岩手縣大槌町「新芽助學金」
申請面試，改採線上進行，面試二名學生。

 ◆ 2021.03.07 慈濟日本分會在東京都目黑區兒童養護機構「目黑若葉寮」，舉
辦新芽助學金首次面試。

 ◆ 2021.03.07 慈濟澳洲黃金海岸聯絡處於伊普市（Ipswich）進行食物發放，邁
入第九年，是日於伊普高中進行本年度首次發放，共一百一十四
戶受益。

 ◆ 2021.03.07 慈濟印尼分會因應新冠肺炎防疫規定，與中亞銀行（BCA）合作
推出慈濟現值卡，應用於每月照顧戶生活輔助金發放。雅加達東
區慈濟志工本日邀請三十七位照顧戶至會所，向他們說明現值卡
使用方法。

 ◆ 2021.03.07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獲檳榔醫院捐贈一批汰舊電腦，經維修後約有
一百一十部可用，計劃轉贈弱勢學生。慈濟志工本日捐助「善兒
童之家（Shan Children's Home）」，提供院童線上學習使用。

 ◆ 2021.03.10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捐贈三臺無線網路分享器，予瑪麗亞路易
莎公立小學（Escuela Maria Luisa Sepulveda Quilicura），供特殊教
育班的師生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網路教學之用。

 ◆ 2021.03.10 澎湖縣西嶼鄉大池牌樓前，於6日下午發生一起車禍，造成一人
死亡。慈濟志工本日前往靈堂慰問，並致贈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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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11 嘉義縣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慈發處職工偕同慈濟

志工，本日前往竹崎鄉文峰村，向村長及村幹事等人說明方案申
請條件及目的。

 ◆ 2021.03.11 高雄巿鳳山區慈濟志工一行二十六人前往信義街，為一戶弱勢家
庭清掃環境，回收毀損、破舊家電與家具。該案一家三口均有精
神疾病，無力整頓家務，由該案居家服務員向慈濟提報。

 ◆ 2021.03.11 南非坦畢沙（Tembisa）為約堡北部最大的黑人聚居地，其中九
成以上為貧戶。慈濟志工於社區成立復健室，定期為貧困鄉親提
供復健服務，同時也為他們供食，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及作為社區復健室的房舍將被收回，而暫停服務。今年3月，南
非疫情趨緩，慈濟志工重啟社區復健室，並於本日為貧病殘疾者
發放大米、食物包。
坦畢沙社區復健室成立因緣，起於慈濟志工自2010年起，在當
地推動慈善志業，發現許多殘疾鄉親，因貧窮無法接受復健服
務，致使行動能力漸失，2013年本土志工伊莉莎白（Elizabeth 

Sindane）將原本打算出租的多餘房舍，供慈濟作為復健室，並
負責統籌執行相關工作。多年來，許多鄉親在志工們持續協助
下，重拾行動能力。其中有些人在身體恢復行動力後轉為志工，
除了幫助更多鄉親之外，也讓自己藉由服務他人，持續保持健
康。復健室儼然成為一處愛與善的凝聚地。
然而，伊莉莎白2020年3月不幸因病往生，其家人計劃將房舍
收回使用，加上政府為避免新冠肺炎群聚感染而多次封城，復
健室只能關閉。慈濟志工在此期間，仍持續在社區進行紓困發

南非約堡坦畢沙慈濟志工於社區復

健室外進行發放，為行動不便的居

民分別送上食物包、大米等物資。

圖片／慈濟南非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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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協助清寒家庭度過疫情。當年接引伊莉莎白的莎拉米娜
（Salaminah Ntombizodwa），不捨殘疾鄉親沒得復健而退化，從
未打消重啟復健室的念頭，待疫情趨緩後，設法騰出自家空間作
為復健室，重新為鄉親服務。

 ◆ 2021.03.12 馬來西亞加雅島甘榜羅烏來（Kampung Lok Urai）一處水上木屋區
11日發生火災，燒毀近七十間房屋。亞庇慈濟志工接獲前村長通
報，12日展開勘災及關懷，20日發放應急金，共七十四戶受惠。

 ◆ 2021.03.12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志工12、13日於法拉盛文藝中心，在亞美醫師
協會（CAIPA）與州政府衛生廳（DOH）合作設立的臨時新冠肺
炎疫苗注射點現場，為不諳英語的華裔民眾指引施打流程。

 ◆ 2021.03.13 慈濟基金會在花蓮縣萬榮鄉明利村馬太鞍部落活動中心，成立
「馬塔斯」閱讀書坊，並邀請部落鄉親加入陪讀志工，一同關
懷原鄉孩童。慈濟長年關懷原鄉部落，除花蓮慈濟醫院自1995年
起，在明利村展開山地醫療服務外，慈濟基金會也自2012年起，
在該村推廣「以茶代酒」活動，也自2017年與聚落書坊文教發展
協會合作，致贈百本優良課外讀物予明利國小，鼓勵孩童培養閱
讀習慣，今年更進一步成立閱讀書坊，將與該協會合作，規劃每
週一至週五有愛心媽媽陪讀，週末有青少年成長系列活動；另外
每三個月舉辦有益人生閱讀系列活動，引導孩童行善、盡孝，也
透過閱讀拓展他們的世界觀。

 ◆ 2021.03.13 彰化縣和美鎮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正式在雅溝里
展開。本日，慈發處職工偕同志工，在里長等陪同下，分成八條
動線進行三十戶提報個案訪視與居家安全評估作業。

 ◆ 2021.03.13 慈濟臺東聯絡處結合教聯會、慈青等人才資源，為弱勢家庭孩童
開辦新芽課業輔導班，本學期課程是日開課。

慈濟在花蓮馬太鞍部落成

立馬塔斯閱讀書坊，典藏

許多經典讀物與繪本，期

能讓原鄉孩童透過閱讀拓

展視野。攝影／呂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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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13 臺北巿內湖慈濟志工響應巿立聯合醫院心湖職能工作坊所推動的

「內湖樂康慈悲關懷社區」行動，參與東湖安泰街一戶精神病患
住家清掃工作。

 ◆ 2021.03.13 臺北巿北投區慈濟志工12日先至新竹搬運飯店贈送的公益床墊，
本日送至行義路，並徒手接力送達位在山坡上個案家中。案主何
先生2020年6月工作意外受傷，其妻為照顧無法工作，生活陷入
困境，慈濟接獲里長通報前往訪視，先提供急難救助金，並列為
長期照顧戶。

 ◆ 2021.03.13 慈濟巴拉圭東方市聯絡處13至18日，陸續捐贈醫用手套、
醫療口罩、K N95口罩、防護衣等物資，予埃南拉利亞市
（Hernandarias）消防隊，及市公立醫院（Hospital Regional 

C.D.E.）；另自18日起，志工每月贊助「聖潔之家愛心食堂
（Hogar de paso Sagrada Familia）」烹飪食材，協助其供餐給貧困
家庭。

 ◆ 2021.03.14 罹患「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的陳同學，是宜蘭慈濟照顧戶、亦是
新芽獎助學金得主，本日在家人陪同下，來到花蓮靜思精舍進行
圓夢感恩巡禮，感恩證嚴上人及慈濟志工的長期陪伴與關懷。

 ◆ 2021.03.15 慈濟菲律賓分會持續推動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為生計陷入困
境的視障按摩師發放大米等生活物資，本日於黎剎省安地波羅市
（Antipolo City）進行第一場發放，近一百一十人受惠。

 ◆ 2021.03.15 厄瓜多慈濟志工持續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15至28日
於維和港（Portoviejo）、卡諾亞（Canoa）、聖塔安娜（Santa 

Ana）、聖馬刁（San Mateo）四地，為一千五百戶提供糧食包。

 ◆ 2021.03.15 慈濟基金會長照推展中心於新北市蘆洲、雙和靜思堂，以及三重
志業園區，成立三家日照中心。本日在蘆洲靜思堂舉辦聯合開幕
儀式，邀請新北巿巿長侯友宜、衛生局局長陳潤秋共襄盛舉，慈

案主何先生住在永和

里的紗帽山區，車輛

無法通行，志工以人

力接駁方式，扛著公

益床墊，經過蜿蜒坡

道、爬上石階，送抵

案家。攝影／林群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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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長照推展中心總召集人林碧玉、副召集人莊淑婷等人出席。
臺灣於2018年進入高齡社會，慈濟基金會響應政府各項長期照顧
政策，增設長照推展中心，強化慈濟長期照顧服務工作，並視社
區長者人數及服務需求，善用全臺各地靜思堂、志業園區等建築
空間，成立「A級個案管理」、「B級居家服務或日照中心」及
「C級長照據點」，以「社區好厝邊」的概念，提供社區化的長
照服務，協助需要照顧的長者們在地安老、活躍老化。
同年8月，慈濟結合臺北慈濟醫院資源，於新北市雙和、新店、
蘆洲靜思堂，以及板橋、三重志業園區等五處成立長照據點，為
長者提供幸福共餐、健康促進課程等服務；另，在新店、蘆洲兩
處靜思堂，設有個案管理服務單位，連結「居家服務、日間照
顧、專業服務、交通服務、居家喘息、機構喘息、居家護理、居
家醫療、輔具與無障礙評估服務、送餐服務」等多元長照服務，
結合特約服務單位，提供個案一站式整合服務。

為了強化一站式整合服務功能，並落實在社區推動「長照ALL in 

One」服務宗旨，慈濟本日在蘆洲、雙和、三重等三處成立日照
中心，整合長照ABC資源，讓社區民眾直接在靜思堂、志業園
區，就能找到所需的服務與諮詢，包括居家長照諮詢、服務媒合
及需求評估計畫等。
此外，響應新北市府推動的高齡政策「銀光咖啡館」、「銀髮動
健康」等高齡友善城市計畫，蘆洲靜思堂設有「銀光咖啡館」，
提供長輩各項健康促進活動、預防延緩失能運動、共餐活動；而

慈濟長照推展中心於新北市蘆洲、雙和靜思堂及三重志業

園區成立三家日照中心，本日在蘆洲靜思堂舉辦聯合開幕

儀式。攝影／顏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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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日照中心」，則能讓失智、失能長輩白天就近到中心
參加活動，使子女得以安心上班，晚上再將長輩接回家，共享天
倫之樂。
新北巿市長侯友宜指出，慈濟同時設立三家日照中心，是新北市
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家日照中心，讓社區長照更圓滿，為長
者打造有感幸福網；慈濟長照推展中心總召集人林碧玉表示，慈
濟靜思堂不僅是慈濟志工共修活動的地方，也是慈濟照顧社區的
重要據點。

新北三處靜思堂推動長照最大的特色，是設有專為長輩設計的
「運動器材」，不僅長輩能使用，年輕人也可以使用；現場有受
過專業訓練的志工陪伴，指導運動技巧，讓靜思堂成為社區民眾
的「健身房」。另外，為幫助長輩延緩失能，日照中心未來將逐
步規劃，由專業人力輔助，導入相關專業課程，並與社會網絡連
結，為社區長輩們打造幸福安心、健康快樂的好去處。

 ◆ 2021.03.16 宜蘭縣蘇澳鎮臺九線蘇花公路東澳段發生重大車禍，一輛遊覽車
衝撞山壁，造成六人死亡、三十九人輕重傷。慈濟志工啟動關
懷，分批前往事故現場，提供礦泉水等予救難人員補充體力，並
至殯儀館助念、到醫院慰問傷者，致贈急難慰問金。

 ◆ 2021.03.16 美國南加州安大略市（Ontario）16日發生民宅囤積煙火爆炸事
故，造成死傷與住屋毀損，約百戶家庭緊急疏散；慈濟美國總會
是日前往臨時安置中心關懷撤離居民，25日起針對美國紅十字會
轉介、特別需要幫助的受災戶發放急難救助金，以及圍巾、口罩
等物資。

 ◆ 2021.03.16 南非新冠肺炎疫情暫緩，德本慈濟志工展開社區供食點關懷，16

慈濟在新北巿的三家

日照中心，從運動器

材到多元課程，軟硬

體齊備。開幕當天，

新北巿長侯友宜也親

自體驗運動器材。攝

影／顏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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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1日先後前往新城區（New City）、伊羅弗（Illovo）、馬頓杜
貝（Madundube）、里奇蒙莊（Richmond Farm）等地，分送大
米、防疫物資、種子，並陪同當地社區志工家訪。

 ◆ 2021.03.17 高雄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偕同榮董團隊，走訪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鳳山分局、埤頂派出所、忠孝派出所等，並送上煮好的
「淨斯本草飲」及茶包，慰勞警察在春節期間的辛苦。

 ◆ 2021.03.17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社工偕同志工，本日在高雄巿六龜區文武里活
動中心，舉辦「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之居家安全修繕說
明會；4月15日，再偕同水電師傅，依里長提報名單，走訪文武
里、義寶里共二十戶家庭，評估修繕需求。

 ◆ 2021.03.17 南非雷地史密斯（L a d y s m i t h）慈濟志工，前往中部偏鄉
（Hopesland）為貧困家庭發放大米，共三百戶受益。

 ◆ 2021.03.19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輔導原鄉偏鄉農地進行友善耕作計畫，本日
安排萬榮鄉、光復鄉、豐濱鄉三個雜糧產銷班共二十五位農
民，前往南投縣名間鄉，拜訪農友陳哲雄的可可莊園，了解種
植栽培方法。

 ◆ 2021.03.19 慈濟基金會關懷獨居長者、兩老相依及失能等弱勢家庭，自2020

年起，全面推動「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之居家安全修繕方
案，為這些弱勢家庭改善居家安全，透過安全扶手、地面止滑、
無障礙空間、照明改善等工程施作，以提升居住品質。
該方案最早在嘉義巿試行，2020年3月19日在安業里、興安里
各完成一戶獨居長者居家安全改善施工，為全臺首例完成案
例；爾後，陸續在臺北、新北、基隆、新竹、臺中、彰化、雲
林、嘉義、臺南、高雄及花蓮等十四個縣巿、六十三個鄉鎮、
一百六十五個村里展開。

慈濟在澎湖啟動「安

穩家園．美善社區」

專案，3月28日志工偕

同師傅，到白沙鄉通

梁村案主陳先生家安

裝扶手，改善居家安

全。攝影／張慶傑



224

55
該方案本月正式在澎湖縣啟動。澎湖縣由九十七個大小島嶼組
成，轄有一巿、五鄉，根據澎湖縣政府民政處統計，截至本月，
該縣人口數計十萬零五千多人，其中超過六十五歲者，就有一萬
八千多人，約佔總數的百分之十七，已超越世界衛生組織百分之
十四為高齡社會的定義，並持續往超高齡社會邁進。
雖然澎湖島群分散，交通不便，但慈濟志工在3月19、20日兩
天，依里長、村長提報名冊，逐一走訪馬公市風櫃里、嵵裡里、
鎖港里，以及白沙鄉通梁村、湖西鄉龍門村多戶家庭，確認每戶
家庭的居家安全和修繕需求；並在28日，偕同水電師傅進行安全
扶手等施工，並為一位八十歲獨居長者安裝熱水器，改善老人家
必須拄著枴杖、提洗澡熱水的窘境，也預防不慎跌倒的風險。

 ◆ 2021.03.20 彰化縣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1月中旬在田尾鄉啟
動，繼溪頂村、新厝村後，本日慈發處社工與志工在田尾社區發
展協會理事長等人陪同下，走訪提報列案的田尾村三十七戶家
庭，評估修繕需求。

 ◆ 2021.03.20 桃園巿八德區重慶街一處透天厝民宅2月15日發生火災，造成一
人死亡。慈濟志工災後前往探視、致贈急難慰問金時，受屋主請
託，遂於本日邀集三十一人前往協助打掃，清理燒毀的家具等。

 ◆ 2021.03.20 彰化巿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本日在三村里展開居
家安全修繕施作。

 ◆ 2021.03.20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關懷聖貝爾納多市（San Bernardo）
街友收容所（Casita Albergue Mi Casa es Tu Casa）住民，捐贈
一千一百二十片尿布，並協助備辦蔬食午餐。

 ◆ 2021.03.21 高雄慈濟志工為居住在岡山區程香里、年逾八旬的獨居黃阿嬤清
掃住處環境，整理囤積的回收物。

 ◆ 2021.03.21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關懷聖奧古斯丁老人院（Hogar de Anciano 

San Agustin）院民，提供尿片、口罩、清潔液等醫療衛生用品；
另至法蘭克總統市（Ciudad Presidente Franco），捐贈消防局醫療
口罩、手套、防護衣等，協助防疫。

 ◆ 2021.03.24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前往黃昏老人院（Hogar De Ancianos El 

Atardecer）關懷長者，並代企業捐贈八百六十套個人盥洗包，及
保暖拖鞋。

 ◆ 2021.03.25 臺南巿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在東山區高原里啟
動第一階段家訪作業，共走訪五十戶家庭，評估居家安全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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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

 ◆ 2021.03.25 慈濟印尼錫江聯絡處與錫江市政府合作，於25至31日為社區長者
及慈濟志工提供新冠肺炎疫苗注射服務。

 ◆ 2021.03.26 慈濟基金會與印度靈醫會（Order of St. Camillus）進行視訊連線
會議，由靜思精舍德淵師父、德瑝師父，及基金會副執行長劉效
成，帶領多位職工，與靈醫會巴必爾主神父、十七位神父和修女
等，共同回顧2020年新冠肺炎援助合作、了解目前當地狀況，以
利評估後續合作方針。
靈醫會是天主教的一個國際性修會，成員有神父、修士等，以
救治貧病為宗旨，創起於義大利，1591年獲教宗批准成立，選擇
「紅十字」為標誌，以「貞潔、神貧、服從、服務病人」為終身
願，並發展到全球三十五個國家。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來勢洶洶，義大利3月間疫情大爆發，醫
療物資面臨匱乏，當時臺灣靈醫會神父呂若瑟為募集防疫物資而
請命，慈濟基金會因而與其聯絡，除援助義大利外，也開啟了與
印度靈醫會合作的因緣。
印度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因政府實施封城而緩和，6月解封後再
起，但因經濟等考量未再封鎖，以致確診、死亡人數節節攀升，
成為全球疫情嚴重的國家之一。慈濟基金會於2001年曾因地震馳
援過當地，在援建案完工移交後告一段落，而此次疫情在印度擴
散，慈濟苦思如何伸援之際，幸獲義大利靈醫會轉介，才有機會
繼續幫助印度貧苦民眾。

慈濟基金會與印度靈醫會自2020年4月正式展開合作，雙方簽署
慈善合作協議，由慈濟出資，委由醫靈會在當地進行紓困扶貧，
發放糧食生活包，提供醫療藥物、教育援助等，截至2021年3月
完成三期合作案，幫助三萬七千四百九十二戶次家庭，超過十五

慈濟基金會與印度靈

醫會合作屆滿一年，

雙方舉辦線上會議，

回顧合作成果、目前

當地現況，以期強化

合作默契。攝影／顏

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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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六千人次受益；另外，去年6月雨季釀災，雙方自8月起也在阿
薩姆省、喀喀拉省展開水災援助計畫，發放糧食生活包、重建材
料、居家用品等，並提供受災最嚴重的家庭部份重建補助，幫助
了三萬零一百五十六戶次受災家庭，惠及逾十五萬五千人次。
本日連線會議的重點，除了雙方交流、分享成果外，慈濟團隊也
分享與當地多個藏傳佛教團隊合作賑濟貧苦家庭的點滴，並且透
過靈醫會團隊分享，進一步了解當地現況與需求，評估後續雙方
第五期（5至11月）合作的紓困項目及必要性。

 ◆ 2021.03.26 南非約翰尼斯堡慈濟志工於班羅斯區（Benrose）曼哥蘿哥羅
（Mangolongolo）社區，為四百六十三戶貧民發放大米等食物。

 ◆ 2021.03.26 慈濟加拿大北多倫多聯絡點支援新市（Newmarket）街友服務中
心（Inn from the Cold），提供餐食逾六年，為防範新冠肺炎疫
情，取消室內煮食，本次發放改與素食餐廳合作備辦便當，共送
出八十五份。

 ◆ 2021.03.27 非洲獅子山共和國首都自由城，一處位於蘇珊灣（Susan's Bay）
的貧民窟於24日發生大火，燒毀約一千六百戶，造成逾七千人無
家可歸。由於受災人數眾多，政府聯合近五十個NGO組織共同援
助災民，而長期與慈濟合作的自由城明愛會（Caritas）也參與其
中。慈濟基金會得知火災訊息後亦與其聯絡，商討援助規劃。
明愛會依雙方共識，整合慈濟在當地備存的大米、毛毯、二手衣
物等物資，並負責協調人力，27日起在收容中心設置供食站，每
天為災民提供兩餐，至5月13日結束，總計供餐超過十四萬六千
人次。在此期間，為確保衛生安全，除了在當地採買可重複使用
的塑膠碗及湯匙，供災民使用之外，也利用五穀粉桶改裝為供水
桶，並提供肥皂，讓災民洗手。

獅子山共和國自由城

蘇 珊 灣 貧 民 區 3 月 下

旬發生大火，慈濟與

明愛會合作設置供食

站 ， 為 災 民 發 放 熱

食。圖片／自由城明

愛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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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考量災後大多數受災居民留在原地生活，國際移民組織所
搭設的帳篷，因空間有限，僅能以孕婦及哺乳中的婦女為優先，
提供庇護，其餘災民則就地露宿，除了第一時間將原本準備作為
機構關懷的備用毛毯，撥出五十件毛毯緊急發放外，亦在紅十字
會人員協助下，儘速打包倉庫中的二手衣物，於4月4至17日為每
位災民提供三套衣物，總計發放逾二萬套，同時將倉儲中的八百
雙兒童涼鞋全數送出。

 ◆ 2021.03.27 東日本大震災發生迄今屆滿十年，慈濟基金會宗教處本日舉辦溫
馨座談，連線慈濟日本分會，並邀請參與賑災發放的志工，透過
視訊連線與證嚴上人分享心路歷程。

 ◆ 2021.03.27 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亞高原（Patagonia）3月上旬發生森林大
火，火勢在強風助燃下蔓延，造成黑河省（Rionegro）、丘布特
省（Chubut）數百戶房屋遭燒毀，約二千公頃林地付之一炬。
慈濟志工不忍災民受林火摧殘之苦，儘管慈濟阿根廷聯絡處位於
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距離災區長達約二千公里，尤其志工洪良岱
居住地更遠在北方的圖庫曼省（Provincia de Tucumán），卻依然

慈濟在獅子山共和國存有

大米、二手衣物等援助物

資，提供扶困專案合作機

構運用。蘇珊灣貧民區大

火後，明愛會協調人力為

災民發放二手衣物。圖片

／自由城明愛會提供

阿根廷慈濟志工關懷

南部林火災民，在距

離災區不遠的博爾松

舉辦茶會，與地方人

士交流，了解受災及

重建情況，並介紹慈

濟標誌的大愛意涵。

攝影／鍾貴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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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證嚴上人拔苦予樂的精神，無懼長途，組成七人團隊，於27

日起展開勘災之行。
志工抵達接近災區的黑河省博爾松（El Bolsón）後，次日首先在
咖啡廳（JAUTA）舉辦茶會，與政府機關、民間救難團體等地
方人士交流，聆聽受難暨救災動員情況，並分享慈濟不分種族、
宗教的大愛精神，邀請各方團結力量，共同為災民付出。

而此行即有賴當地扶輪社社員、發心的社區志工張錦蘭、慈善基
金會（Manu de Luz）日裔負責人長神女士（Susana Nagami），
以及松田先生（Victor Matsuda）的陪伴參與，還有志工洪良岱胞
弟⸺實業家洪國益的投入支援，分別承擔交通安排、勘災、造
冊，與聯繫災區消防機構等事宜，以了解援助需求。
勘災期間，志工陸續探訪丘布特省霍約（El Hoyo）、普愛洛湖
鎮（Lago Puelo）等重災區，觀察到災戶除了急需糧食、建築材
料等民生用品外，當地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漸低，而且雨季將
臨，保暖刻不容緩；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恐政府會發布限
制跨省的行動規範，屆時將不利發放計畫。於是志工積極奔走，
向建材行、食品商、大型超市洽談合作方式，並迅速完成資金調
度與災戶清冊確認。
4月6日，長神女士提供其創立的基金會場地，順利在博爾松舉辦
發放活動，提供建材券、物資券，及禦寒毛毯、鞋子、醫療口罩
等生活用品，予一百三十八戶。志工完成林火災民的發放後，緊
接著關懷救難及醫護人員，8日至博爾松醫院（Hospital de Área 

El Bolsón）捐贈一千二百片醫用口罩，及四十二條毛毯，亦前往
丘布特省普愛洛湖鎮消防站、國家救難中心臨時辦公處等地致送
超過六十條毛毯。

阿根廷慈濟志工為南部

林火災民進行發放，提

供建材券、物資券，及

毛 毯 、 醫 療 口 罩 等 用

品，並在活動開始前與

災民互動，祝福他們早

日度過難關。攝影／鍾

貴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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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位平均年齡七十歲的慈濟志工，因一念悲心，堅持跨越千里送
愛，在十三天的行程內圓滿發放任務，期賑災物資能暫時緩解災
民生活燃眉之急，安住心靈，在愛與關懷中，更有勇氣和信心，
面對未來的重建工作。

 ◆ 2021.03.27 慈濟基金會與中國大陸上海市醫學會罕見病專科分會、復旦大學
附屬兒科醫院杜氏肌肉萎縮症（DMD）多學科團隊、上海集愛
肌病關愛中心合作，於2019年11月啟動「大愛暖冰」DMD家庭
關懷項目。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停辦。本日於上海浦東重
啟親子活動，內容包含疾病科普講座、繪本故事與創意畫教學，
首場共十組家庭參與。

 ◆ 2021.03.28 越南慈濟志工於3月28日、4月4日先後在胡志明市守德市、西寧
省楊明珠縣發放助學金，共幫助一千四百六十三位分別就讀小
學、中學及大學的清寒學生。

 ◆ 2021.03.29 慈濟印尼萬隆聯絡處與萬隆縣軍區司令部（Kodim 0624/Kab. 

Bandung）合作，在雷思密丁佳爾村（Resmitinggal）援建吊橋，
協助當地改善對外交通，於本日舉行動土典禮。

四月
 ◆ 2021.04.01 加拿大北多倫多慈濟志工定期關懷約克郡家暴婦女中心（Yellow 

Brick House），本日一行五人按該機構需求清單，前往捐贈四十
套寢具，另致送二十條環保毛毯。

 ◆ 2021.04.02 臺鐵第408車次太魯閣號，9時28分在花蓮縣秀林鄉清水隧道口發
生意外事故，造成嚴重傷亡。慈濟基金會11時4分於靜思精舍成
立「0402臺鐵太魯閣火車事故」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動員志工
展開關懷、後勤物資補給等，並在花蓮巿立殯儀館成立服務中

關懷活動中，慈濟志工

以繪本故事《好餓好餓

的毛毛蟲》引導小朋友

認識健康的食物，並稱

讚他畫的毛毛蟲，顏色

搭配很有創意，並豎起

大拇指「您真棒！」攝

影／林昭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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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同時啟動跨區志工接力，陪伴傷者及罹難者家庭；6日，因
應最後一具遺體移出事故現場、部份階段性任務完成，總指揮中
心於11時撒站，後續關懷工作回歸各處室持續運作。

 ◆ 2021.04.02 慈濟泰國分會與富堡公司合作進行社會關懷活動，該公司本日捐
贈紙尿布計九十箱，四位代表人員並與志工一同探訪慈濟照顧
戶，致送物資。

 ◆ 2021.04.03 荷屬聖馬丁慈濟志工於池塘島（Pond Island）社區進行首次紓困
發放，為一百多戶貧困家庭提供大米等生活物資。該社區2017年
遭艾瑪颶風（Irma）侵襲，至今尚未復原，又遇新冠肺炎疫情，
居民生活艱困。

 ◆ 2021.04.05 屏東縣潮州鎮光明路一處民宅5日凌晨發生火災，造成一人往
生。慈濟志工接獲社區志工通報，立即前往關懷，7日再赴關
心，並致送急難慰問金。

 ◆ 2021.04.06 慈濟基金會推動原鄉關懷計畫，邀請專業講師，本日在花蓮縣
秀林鄉佳民村開辦木雕班、9日開辦傳統織布班；另於5月21日在
銅門村、9月14日在文蘭村開辦傳統織布班，復振原住民傳統技
藝。共計一百五十七人次受益。

 ◆ 2021.04.07 美國紐約皇后區傑克森高地一處公寓6日發生大火，約二百四十
人無家可歸。慈濟紐約分會志工獲知災訊後，與紅十字會聯繫，
應其需求於本日前往協助為災民發放熱食。

 ◆ 2021.04.07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捐贈糧食，予撒瑪利塔諾老人養護中心
（Centro Samaritano），幫助院方度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食物
缺乏的困境。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前右三）等人於殯儀館，以連

線方式參與總指揮中心會議，確認各項關懷事項，花蓮巿

長魏嘉賢（前右二）也一同參與。攝影／康志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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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08 慈濟基金會捐贈淨斯多功能福慧床、淨斯多功能福慧桌椅各十張
予嘉義市政府。

 ◆ 2021.04.08 印尼東努沙登加拉省（Nusa Tenggara Timur）受熱帶氣旋塞洛亞
（Seroja）影響，連日降下暴雨，4日傳出土石流、洪水等災情，
造成上百人傷亡，逾二千戶家庭流離失所。
慈濟印尼分會職工及志工一行五人，於8日搭機前往該省首府
古邦市（Kota Kupang），會同當地志工，以古邦市及古邦縣
（Kabupaten Kupang）為關懷重點，為災民緊急發放一百五十份
物資，包括棉被、蠟燭、乾糧、飲用水等。在此同時，雅加達、
泗水兩地慈濟志工也積極匯集大米、毛毯、塑膠墊、紗籠布、發
電機及醫療用品等物資，由軍方協助以軍艦運往古邦縣。
為使資源作最適當的運用，慈濟印尼分會急難救助隊10日抵達古

邦後，隨即與政府災害應變單位商議，以擇定援助地區，14日起
結合慈濟人醫會展開賑災，除了先後在達卡里村（Takari）、貝
納村（Bena），各舉辦一場義診活動，並於18、20日分別至素拉
穆鎮（Sulamu）巴黎蒂村（Pariti）及東古邦鎮（Kupang Timur）
布達樂村（Pukdale），為尚未獲得援助的災民發放生活物資，
完成急難救助工作。

雅加達慈濟志工前往

東努沙登加拉省古邦

市，在社區志工陪同

下，關懷受災居民，

發放乾糧、蠟燭及飲

用水等物資。圖片／

慈濟印尼分會提供

印尼慈濟人醫會與慈

濟志工前往東努沙登

加拉省賑災，於重災

區古邦縣達卡里村舉

辦義診。醫師為感冒

多日的災民看診。攝

影／Anand Yah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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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08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4月8至9日於安徽省銅陵市義安區中洲村、

安平慈濟中學等地，援助中洲村防洪堤壩修繕、捐贈中學課桌
椅、多媒體教學一體機、平板電腦等設備。10、11日走訪四十八
戶清寒學生家庭，評估後續援助方式。

 ◆ 2021.04.09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社工偕同志工，於臺中巿豐原區南嵩里活動中
心，舉辦「安穩社區•美善家園」專案之居家安全修繕說明會。

 ◆ 2021.04.09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洛麗市慈濟志工，發起食品募集活動，協助達
勒姆救援團（Durham Rescue Mission）收容中心紓解經費短缺壓
力，並於本日前往捐贈義大利麵、橄欖油、黑豆、奶酪等物資。

 ◆ 2021.04.10 慈濟基金會長照推展中心與輕安健康關懷協會合作，10、11日於
臺中慈濟醫院舉辦身心障礙支持服務核心課程訓練。

 ◆ 2021.04.10 慈濟基金會長照推展中心，於10、11日分別在新北市三重志業園
區、雙和靜思堂，成立「三重日照中心」及「中和日照中心」，
並舉行揭牌典禮。

 ◆  2021.04.10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辦公室、慈發處共同策劃新北巿「烏來偏鄉關
懷」行動，邀請青年志工一起加入，共同關懷原鄉部落，透過慈
善、醫療等方案照顧部落長者與居民的健康，並藉由教育、環保
人文等帶動，培養部落孩童品德教育，賡續原民文化。
此關懷行動，與慈濟過往慈善專案最大的不同處，是向社會廣邀
有意願加入原鄉服務的青年志工，慈濟居中牽線，並提供志業資
源，讓青年志工自由發揮，設計課程，用他們的創意與熱情來激
發原鄉孩童學習的動力，也透過陪伴孩童，了解原鄉部落文化與
特色。活動於2020年上半年度開始策劃，同年6月7日慈發處主任
呂芳川陪同青年志工，拜訪烏來區公所等相關單位，說明方案執
行內容，受到區長與住民的肯定。
經過多次拜訪、溝通後，慈濟擬出教育服務、中小學出隊及慈善

慈濟三重日照中心在

眾人期待下正式揭幕

啟用。攝影／陳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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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訪視等多項計畫，旋即展開青年志工、共善夥伴的召募，以
及活動規劃、地點場佈等，11月第一次與孩子相見歡，開啟了慈
濟青年志工陪伴當地孩童成長的歷程。
慈濟團隊規劃每個月兩個假日，前往烏來國民中小學開設多元課
程，希望能從科技、創意及人文三個角度切入，將社會資源帶入
偏鄉，讓孩童對自己未來有更多的夢想與期待。其中一節課程，
命名為「烏來創客」，邀請臺北科技大學退休教師鄭群星，教導
學童認識電腦程式設計，拉近數位學習上的城鄉差距。
人文課程方面，慈濟團隊從培育孩子品德教育，到擴大他們的國
際視野，每次用心安排不同內容。本日人文課程，特別請來了臺
北科技大學「橘社嚕拉拉社團」，社團成員帶著孩童體驗攀樹，
學習自我挑戰，克服心裡恐懼。
兩週後的4月24日，安排以「萬島之國印尼」為主題的活動，邀
請來自印尼的黃玫嘉分享，她透過手機搶答遊戲軟體（Kahoot）
與孩子們互動，讓孩子們從遊戲中認識印尼這個國家，了解其文
化風俗及語言等，擴展孩子們的視野。
偏鄉孩童除了學校活動外，週末假日也是在部落裡，鮮少有機會
與外界交流，而每一次與青年志工互動，就多一次的成長與學
習。每次都會來陪伴孩子上課的烏來國中小俞貞華老師也表示，

臺北科技大學退休教

師鄭群星（站立者）

為烏來國民中小學孩

童開辦「烏來創客」

課程，教導程式設計

方法。攝影／吳碧華

「烏來創客」課程，也

結 合 青 年 志 工 、 慈 青

參與，教導孩童學習操

作、試寫程式。攝影／

吳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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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在山下是一個收費不低的課程，慈濟能來到學校辦理這
樣的活動，覺得很有意思，而且學校孩子真的也需要透過一些新
知與刺激，來啟發他們對學習的興趣。
每次課程結束後，慈濟團隊會諮詢學校老師，也會與孩子們溝
通，了解他們學習的狀況，以利下次調整、改善課程內容，補足
孩童較為欠缺、需要學習的部份。烏來區是新北巿面積最大、人
口密度最低的山地原住民區，居民以泰雅族為主， 2015年蘇迪
勒颱風曾重創當地，慈濟志工動員，協助居民清理家園，與其結
下好因緣。

 ◆ 2021.04.10 新北市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慈發處於慈濟汐止聯
絡處舉辦「社區慈善推動座談會」，說明居家安全改善服務計畫
內容與概況。

 ◆ 2021.04.10 臺南慈濟志工暨慈青於成功大學舉辦工作人員培力研習，邀請
四十五位課輔志工一起討論照顧戶暑期兒童營隊的課程規劃。臺
南慈濟課輔每週五分別在成功大學、臺南靜思堂開課，由鄰近學
區的慈青、課輔志工提供課業輔導，也於暑期舉辦兩日營隊，關
懷弱勢家庭學童。

 ◆ 2021.04.10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前往河北省易縣中學、易縣職業技術教育中
心舉辦助學活動，為二百五十六位學生送上助學金。

 ◆ 2021.04.10 慈濟美國波士頓聯絡處參與牛頓市社區服務項目，協助推動弱勢
家庭及街友的膳食援助計畫（Newton Food Bank Freedge），於每
月第二、第四個週六，負責收集捐贈物資、清潔儲物櫃等維護工
作，本日首次出動志工投入服務，並捐出淨手液等民生用品。

 ◆ 2021.04.10 尼泊爾加德滿都托克哈瓦的帕比塔孤兒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陷入缺糧窘境。慈濟自2020年10月起為該院定期提供糧食；本

慈濟烏來偏鄉關懷行動，

除有烏來創客課程外，

也安排各式體驗的人文課

程，如攀樹體驗等。攝影

／梁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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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慈濟志工馬坤達等人前往致送糧食，關懷院民的生活狀況。

 ◆ 2021.04.10 巴西慈濟志工於4月10至17日，及5月15至27日，先後在伊塔夸克
賽圖巴市（Itaquaquecetuba）學校（E.E. Vereador Durval Evaristo 

dos Santos）、福仁西斯哥•莫那多市（Francisco Morato）進行新
冠肺炎疫期紓困，為清寒學生家庭、殘疾貧病者發放食物籃。

 ◆ 2021.04.10 尚比亞西部省慈濟本土志工於10、30日，先後前往芒古地區的文
拉村（Winela）及恩古路村（Ngulu），推動慈善關懷計畫，進
行玉米粉發放、地瓜葉小農帶動、樹薯食用教學。

 ◆ 2021.04.11 新北巿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慈發處於蘆洲聯絡處
舉辦「社區慈善推動座談會」，說明居家安全改善服務計畫執行
現況。

 ◆ 2021.04.11 印尼北蘇門答臘省日里雪冷縣（D e l i  S e r d a n g）安帕斯村
（Amplas）7日遭龍捲風侵襲，造成四十五間民宅受損。棉蘭慈
濟志工於11日前往勘災，關懷災民，14日發放急難慰問金。

 ◆ 2021.04.11 義大利慈濟志工致送口罩、手套、防護衣、護目鏡等防疫物資，
援助阿馬特里切（Amatrice）紅十字會人員，於本日在內皮巿
（Nepi）舉行捐贈儀式。

 ◆ 2021.04.12 海地慈濟志工12至15日進行本年度首批臺灣援外大米發放，幫
助太子港拉薩琳、太陽城等區的赤貧家庭及病殘人士，逾三千
戶受益。

 ◆ 2021.04.13 嘉義巿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在東區新店里展開，本
日慈發處社工偕同志工前往拜會里長，說明居家安全改善服務方
案的申請條件及目的。

 ◆ 2021.04.13 臺南巿政府社會局為打造高齡友善城巿，13日舉辦「睦鄰志工計
畫」啟動儀式，由市長黃偉哲簽署睦鄰志工關懷卡，並頒發聘書
給參與單位。慈濟基金會為參與該項計畫的單位之一，由慈濟臺
南分會代表領取聘書，將依社會局提供之名冊，以「一戶一睦
鄰」方式，關懷社區獨居長者。
睦鄰志工計畫的目的，是致力讓臺南巿所有獨居長者，每人至少
有一位「在地志工」守護陪伴，讓他們不再感到孤單。臺南巿
政府社會局指出，該巿有一千八百多位獨居長者，目前已媒合到
一千零六十六組睦鄰志工，可提供長者就近且綿密的關懷，將由
全巿二十處社福中心擔任整合平臺，協助媒合睦鄰志工與其居住
地附近的長者，以「一戶一睦鄰」方式，定期探訪關懷長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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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任何需要或突發狀況時，可直接找同一名志工協助，不用擔
心每次接觸到的志工不同。
27日，慈濟臺南分會邀請臺南市政府社會局總督導及社工師，為
三百二十五位志工說明睦鄰志工關懷獨居長者行前注意事項。經
媒合後，慈濟臺南分會承接二十七個里、二百五十三戶獨居長者
的睦鄰關懷工作。

社工師劉蕙慈率先向志工說明此計畫成立的因緣，並解釋該計畫
全稱應是「強化社會安全網暨睦鄰志工計畫」。隨著時代變遷，
社會結構產生極大變化，除單親、獨居、失能家庭需要陪伴外，
近年來社會上也頻傳隨機殺人、自殺、家庭暴力等案件，因此從
治安、教育、心理健康、社會工作等面向，強化社會安全網，擴
大關懷脆弱家庭，也是此計畫的推動目的之一。
以「溫暖臺南、在地守護」為願景的睦鄰志工計畫，是臺南巿政
府與慈濟基金會現在要共同合作的方案。臺灣已進入高齡社會，
除了無依失親的老人外，近年很多家庭沒有多餘心力照顧長輩，
只能讓長者獨自生活，造成老人獨居問題飆升，可能發生在家不
慎跌倒、外出走失，或是重複用藥以致身體不適等狀況。
睦鄰志工服務的內容，就是透過時常探訪長者，關心其身心狀
況，盡量滿足獨居長者五大需求，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尊嚴
需求、自我實現需求，及愛與歸屬的社會需求。
慈濟睦鄰志工的關懷流程，在接獲社會局提報後，由社工查詢開
案，再發案到媒合的社區，由該區的訪視志工初訪後，將長者列
為居家關懷戶，每月定期家訪，並填寫回報單，時時回報特殊狀
況，一直到不需關懷為止。

慈濟臺南分會參與臺南巿政府社會局睦鄰志工計畫，副執

行長張宗義（前左四）帶領團隊參加啟動儀式。圖片／臺

南巿政府社會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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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13 慈濟基金會「0402臺鐵太魯閣火車事故」急難援助行動，任務
階段性推展於2日啟動，6日解編，9日結束供餐服務，本日送出
最後一筆急難慰問金。總計投入志工三千四百五十八人次，提
供熱食便當三千一百一十二份、環保毛毯一百件、環保圍巾及
披肩七百四十九條等物資，另送出急難慰問金九十人次，以及
四百六十三份祝福禮。

 ◆ 2021.04.13 巴拉圭亞松森慈濟志工獲提報，得知伊麗莎市國立醫院
（Hospital Distrital de Villa Elisa）防疫物資短缺，本日捐贈防護
衣、外科口罩、N95口罩等醫療用品，及環保毛毯；另於5月13日
捐贈一臺多參數生理訊號監視器。

 ◆ 2021.04.14 臺中巿龍井區工業路一棟民宅發生火災，造成四名印尼籍移工受
傷。慈濟志工獲訊前往現場、醫院關懷，並於16、25日再訪慰問
傷者，致送慰問金。

 ◆ 2021.04.14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於14、15日在巴西福斯市進行機構關懷，
為父母與特殊子女之友協會（APAE）提供一百份食物籃，及會
眾捐贈的牛奶，並送上口罩作為協會人員防疫之用；另至一家
養老院（Lar dos Velhinhos de Foz Do Iguaçu）致送食糧，及洗衣
粉、漂白水等清潔用品。

 ◆ 2021.04.14 美國休士頓慈濟志工接獲幸福校園計畫合作學校⸺蘭蒂斯小學
（Landis Elementary School）訊息，請求援助受3月20日當地一處
公寓火警波及的數戶學生家庭，本日發放急難救助金，及環保毛
毯、急救箱、口罩等生活用品。

 ◆ 2021.04.15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為告慰「0402臺鐵408次太魯閣號事故」
罹難者及安撫罹難者家屬，15日於臺北、17日於臺東、花蓮共舉
辦三場聯合追思公祭。慈濟基金會應邀參與，由慈濟志工捧心燈
進場，為罹難者獻上祝福；首場公祭本日在臺北巿立第一殯儀館
景行廳舉行。

 ◆ 2021.04.16 美國加州洛杉磯慈濟志工，於高地公園（Highland Park）伊格納
修斯天主教堂（Saint Ignatius of Loyola Catholic Church），為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生活困窘的社區家庭發放蔬果等食品，另為街
友提供二手衣物。

 ◆ 2021.04.16 印尼東爪哇省瑪琅市（Malang）10日發生芮氏規模6.1地震，造成
人員傷亡、建築毀損。泗水慈濟志工在軍方協助下，於16日前往
重災區勘災，17、23日先後在盧馬姜（Lumajang）及瑪琅發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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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泡麵、飲用水、盥洗用品等生活物資。

 ◆ 2021.04.17 澳洲的西澳州11日遭熱帶氣旋塞洛亞（Seroja）侵襲，造成北安
普敦郡（Northampton）多戶民宅毀損。慈濟柏斯聯絡處志工於
17、18日前往勘災，並捐贈三臺發電機予弱勢家庭，紓解無電可
用的生活困境。

 ◆ 2021.04.18 慈濟智利聖地牙哥聯絡處進行新冠肺炎疫情紓困發放，於18、25

日分兩梯次為拉格蘭哈區（La Granja）四百戶貧困家庭，提供大
米、麵粉、食用油等民生物資。其中第二梯次有四十戶未到場，
於27日補發。

 ◆ 2021.04.18 美國賓州慈濟志工於匹茲堡（Pittsburgh）新冠肺炎疫苗注射現
場，引導民眾報到及說明接種注意事項，並協助測量體溫。

 ◆ 2021.04.18 美國匹茲堡美華協會與當地醫院合作，為餐飲業的各族裔勞工進
行新冠肺炎疫苗接種；慈濟志工在現場引導施打動線，並協助不
諳英語的民眾進行中文及西語翻譯。

 ◆ 2021.04.18 中國大陸四川省成都市淮口鎮一位慈濟新芽助學生劉同學，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無法返鄉，委託志工陪伴祖父母。是日志工為長
者準備晚餐，並透過視訊通話讓祖孫團聚。

 ◆ 2021.04.19 慈濟基金會在彰化縣田尾鄉新厝村社區活動中心，舉辦「安穩家
園•美善社區」專案圓緣茶會，共二十二位長者、十五位志工參
加。慈濟於1月中旬在田尾鄉新厝村、溪頂村同時展開家訪與施
作，2月28日完工，新厝村完成十戶、溪頂村完成二十一戶家庭
居家安全修繕。

 ◆ 2021.04.20 慈濟基金會捐贈三百五十條環保毛毯、一百張淨斯多功能福慧
床，予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

 ◆ 2021.04.20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村一處資源回收場發生火災，現場因易燃物
多，火勢花費多時才得以撲滅。慈濟志工獲訊前往關心，送上

西澳北安普敦郡遭塞洛亞

氣旋侵襲，災區大規模斷

電。慈濟志工為家園毀損

的老夫婦送上發電機，並

向他們說明操作方式。攝

影／劉世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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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問金，並轉往嘉義縣消防局民雄分隊，關懷因救火受傷的消
防隊員。

 ◆ 2021.04.21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團隊，偕同花蓮慈濟醫院精神醫學部居家護理
師等人，前往拜會花蓮縣政府衛生局，洽談「0402臺鐵太魯閣火
車事故」災後心理復健合作事宜。

 ◆ 2021.04.21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接獲洛埃斯佩霍區（Lo Espejo）哈羅德
（Harold）社區援助協會請求支援物資訊息，本日致送一百八十
公斤大米、麵條等食材，以維持熱食供應運作。

 ◆ 2021.04.22 慈濟基金會長照推展中心新店靜思堂「長照2.0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每週二、四上課，關懷社區長者。本日課程特別邀請臺北
大愛幼兒園孩子們表演，與長者玩傳球遊戲，帶動長者活動筋
骨、促進健康。

 ◆ 2021.04.22 雲林縣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之居家安全改善服務
計畫，本日在林內鄉烏麻村啟動，慈發處社工偕同志工，在村
長詹飛聲陪同下，進行獨居長者家訪，評估居住環境安全、修
繕需求。

 ◆ 2021.04.22 多明尼加拉羅馬那（La Romana）慈濟志工接獲一批捐贈二手電
腦，自2月起，為貧困學童規劃一週四天的電腦課程，指導鍵盤
操作與基本文書處理，幫助他們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遠距教
學，本日舉辦成果驗收暨結業式。

 ◆ 2021.04.22 慈濟基金會為協助辛巴威慈濟志工推動各項慈善工作，本日以海
運方式，送出六千條環保毛毯、一萬條環保圍巾、一萬零二百個
環保碗及湯匙等賑災物資，和一千包環保女性守護組（布衛生
棉），以及不鏽鋼管、扳手、管子鉗與水封等多項水井修繕材料
與工具，其中井用相關物品，由慈濟志工魏良旭、魏杏娟與兆遠
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捐贈。預計6月初送抵辛巴威。

多明尼加拉羅馬那慈

濟本土志工開辦電腦

課程，運用得來不易

的二手筆電，教導孩

童學習基本文書處理

功能。圖片／多明尼

加聯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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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23 印尼雅加達西區坦曼紗麗鎮（Taman Sari）柯亞貢安村（Keagungan）

18日發生火災，燒毀約一百三十間民宅。慈濟志工於23日分別至
各避難所關懷災民，並發放棉被、衣物、盥洗用品及飲用水等
物資。

 ◆ 2021.04.24 慈濟基金會自2016年起，在塞爾維亞展開國際難民援助工作，由
歐洲各國慈濟志工負責關懷任務，除了每年在冬夏兩季來臨前，
發放當季衣物、鞋帽等配件，亦持續在歐普（Obrenovac）等兩所
難民營，於每日早、晚餐提供新鮮麵包，讓難民食用。2020年歐
洲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各國慈濟志工無法前往，遂由本土志工塔
瑪拉（Tamara Petrov）與丈夫鮑利斯等人承擔起關懷工作，本日
在歐普難民營進行本年度首次探訪活動，關懷難民的生活狀況。
時值伊斯蘭教齋戒月，當地難民大多數為穆斯林，白日禁食。慈
濟以往在晚餐供應麵包時，會送上棗子讓他們補充營養。此次團
隊藉著關心難民用餐情形的同時，也送上維他命，祝福人人健康
平安。

此外，志工亦前往電腦教室與難民互動，該教室為2019年由慈濟
與台達電子德國分公司合作，捐贈二手電腦及設備而設立，讓難
民能透過網路與家鄉親人聯繫，及線上學習之用。當志工步入教
室，後方一塊寫著「RUDY'S CLASSROOM」的看板，映入眾人
眼簾，這是塞爾維亞難民委員會感念2020年往生的德國慈濟志工
范德祿（Rudi Willi Pfaff），長期以來不畏病痛纏身，仍致力於
難民關懷，而以其英文名字為教室命名，令志工緬懷起這位長期
陪伴他們的慈濟前輩。

 ◆ 2021.04.24 嘉義縣朴子市昭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德興里的舊廠房，24日
11時左右發生火災，六千坪廠房燒燬，無人傷亡。因廠內多為紡

塞爾維亞本土志工塔

瑪拉（右一）等人，

探訪歐普難民營，適

逢伊斯蘭齋戒月，於

晚餐時刻分送維他命

讓難民補充營養。攝

影／Dejan Rado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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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易燃物，火勢猛烈，現場溫度極高，消防隊員以侷限火勢延燒
為主，持續進行撲滅。
慈濟志工獲訊前往關懷，除提供運動飲料及麵包，供消防隊員補
充體力，也緊急向縣政府調度五張淨斯多功能福慧床，提供消
防隊員休息使用；使用完畢，由志工整理後歸還縣政府收納。翌
日，志工再赴現場關心，評估無須進行後續關懷，便進行結案。
此次，慈濟向嘉義縣政府調度的福慧床，係於2018年5月間捐
贈，當時致贈五十張，提供縣府緊急防救災使用。爾後，慈濟
與嘉義縣政府在2020年2月，共同簽署合作共善備忘錄，其中一
項合作項目即是針對救災工作，慈濟提供相關援助，而慈濟所
捐贈的福慧床，則視為防災物資備存概念，若有需求可緊急調
度，用畢返還即可。此一合作可提升救災效率；慈濟防災物資
備存各地縣巿政府，無須費時從異地調度，同時也可供縣巿政
府災時運用。

 ◆ 2021.04.24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前往湖南中醫藥大學含浦校區舉辦助學活
動，為一百一十七位清寒學子送上助學金，並分享健康飲食與環
保觀念。

 ◆ 2021.04.24 慈濟紐西蘭分會於4月24日、5月22日與醫管局合作，於慈濟會所
設立社區流感疫苗接種站，共服務二十八人。

 ◆ 2021.04.25 慈濟臺南分會訪視志工逐一拜訪長期照顧戶，除提早與案家共度
母親節、致送祝福禮外，也以行動浴佛方式，邀請案家共沐佛
恩。

 ◆ 2021.04.25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於新店靜思堂舉辦慈善推動座談會，邀請二百
多位訪視志工、環保幹事等與會，分組交流「安穩家園•美善社
區」專案推動經驗，以及居家安全改善個案等現況。

 ◆ 2021.04.25 美國德州艾迪生市（City of Addison）一處公寓12日發生大火，

昭惠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舊廠房發生大火，

慈濟志工帶來運動飲

料及麵包，為消防人

員補充體力。攝影／

施哲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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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戶居民撤離。慈濟達拉斯分會接獲市長求援訊息，本日在會
所為三十五戶重災居民發放現值卡，及毛毯、口罩等物資。

 ◆ 2021.04.26 慈濟基金會關心「0402臺鐵408車次太魯閣號事故」相關人員
身心狀況，擬與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合作推動心理復健工作，並
由花蓮慈濟醫院精神醫學部擬定「0402事故第一線助人者的心
理關懷安心照護計畫」。慈濟團隊繼21日與花蓮縣衛生局洽談
後，本日先後前往拜會臺北巿政府、新北巿政府，共商計畫內
容與執行方向。

 ◆ 2021.04.26 慈濟基金會與尼泊爾國際佛教協會合作，於2020年12月在藍
毘尼省（Lumbini）展開婦女縫製布口罩職訓計畫，繼2月發放
二萬個布口罩，援助哥打希瑪依農村自治市（Kotahimai Rural 

Municipality）教職員生後，於4月中旬啟動第二梯次，此次計劃製
作十萬個布口罩，捐助範圍包括迦毘羅衛縣（Kapilavastu）、魯潘
德希縣（Rupandehi）、納瓦爾帕拉斯縣（Nawalparasi）等地。
值此計畫再次推動之際，尼泊爾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急遽增加，許
多地區進入封鎖狀態，各級學校停課，捐贈對象遂由學校轉為防
疫前線的軍警消人員。4月26日由尼泊爾國際佛教協會創辦人麥
特立法師（Bhikkhu Maitri）代表，將首批四千個布口罩，連同消
毒液、防護面罩、手套等防疫物資，贈予藍毘尼市警局，而後陸
續也援助藍毘尼市的里辦公室、保安人員，及迦毘羅衛縣、魯潘
德希縣的武警部隊等單位。
另在疫期紓困方面，2020年尼泊爾政府為遏制疫情擴散，數度延
長全國封鎖令，民眾生計受到衝擊，失業率、缺糧狀況不斷增
加。慈濟基金會在捐贈防疫物資之外，自7月起透過加德滿都的
本土志工團隊，及麥特立法師、記者巴斯萬先生等人的協助，帶
動當地人士籌辦糧食物資，分別在加德滿都、藍毘尼、巴格馬

慈濟與尼泊爾國際佛教協

會合作，啟動第二梯次縫

製布口罩職訓計畫，5月

中旬在魯潘德希縣第5、

第6區，各發放一千五百

個布口罩予區代表。圖片

／慈濟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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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甘達基、第二省等省分發放，截至本年4月已幫助超過四萬
戶貧困家庭。

 ◆ 2021.04.26 慈濟巴拉圭亞松森、東方市聯絡處合作籌募資金，進行病床捐贈
行動，協助醫療院所救治新冠肺炎患者，本日共致送七張病床與
床墊，予依內朗（INERAM）及診所（Clínicas）醫院。

 ◆ 2021.04.27 泰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從4月上旬開始急遽增加，慈濟泰國分會
於4月27日、5月19至25日，陸續捐助北欖醫院、菩提醫院、邦
乍醫院等十一家醫院，致送口罩、防護衣、鞋套、護目鏡等防
疫物資。

 ◆ 2021.04.27 墨西哥慈濟志工接獲求助信函，自2020年起關懷居住在格雷羅州
（Guerrero）一名罹患癲癇症的兒童，協助支援就醫車資與藥物，
本日一行四人前往訪視慰問，並送上補助金、二手衣等物資。

 ◆ 2021.04.30 新北巿蘆洲慈濟志工一行四十六人，本日為一戶單親家庭搬新
家。該案於3月由新北巿政府社會局轉介，志工訪視後發現母子
三人住居環境不甚理想，遂建議搬家，並為其找到新住所。

 ◆ 2021.04.30 美洲加勒比海島國聖文森及格瑞那丁（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簡稱聖文森）沉寂超過四十年的索夫瑞火山（La 

Soufriere），近三個多月來噴氣、地震活動頻繁，有甦醒跡象，
當局於2021年4月初發布紅色警戒，並協助居民疏散避難。火山
於9日爆發，且持續數日，厚重的火山灰與碎石造成建物毀損、
電力中斷及空氣汙染等災情，超過一萬五千人受到影響。
即使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險峻，鄰近國家與國際慈善機構仍紛紛展
開人道救援，進行撤離民眾收容、緊急物資馳援等項目。慈濟美
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聯絡處與駐邁阿密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臺
灣商會等僑團組織合作，響應聖露西亞（Saint Lucia）駐邁阿密

巴拉圭新冠肺炎確診

數攀升，醫院病床供

不應求。慈濟志工展

開捐贈行動，由臺灣

駐巴拉圭大使館張自

信公使（左），代表

捐贈予依內朗醫院。

攝影／楊忍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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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領事館發起的募集賑災物資活動，共同捐贈一萬一千片醫療口
罩、三百九十條環保毛毯，及牙膏、牙刷等民生與嬰幼兒用品，
誠心表達來自臺灣的愛心關懷；4月30日交予露國駐邁阿密總領
事甄塔莎（Tassa Jean）轉送，後續由聖文森國家災害應變中心
（NEMO）統籌運用，幫助災民度過難關。
位於加州的慈濟美國總會，亦接獲駐洛杉磯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的邀請，會同臺灣僑胞創立的幫幫忙基金會（SimplyHelp 

Foundation），針對暫居避難所的民眾，考量需求，分別籌集食
糧、飲用水、驅蚊液等救災暨防疫品項；其中，美國總會除捐助
超過七萬件的一次性口罩、面罩等防護裝備外，另提供四千多件
衣物，含雨衣、新舊衣，及七十七件協助安置災民的淨斯多功能
福慧床和桌椅。三方於5月4日舉行捐贈記者會，由駐洛杉磯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宣布賑災貨櫃啟運，送往災區。

記者會現場，主動尋求援助資源的聖文森駐洛杉磯名譽總領事凱
德•吉爾（Cadrin Gill）深深表達感謝。當地因雨季來臨，已面
臨新一波的天災挑戰⸺尚未從火山災情脫離的聖文森，5月初
遭暴雨侵襲，火山灰遇水成泥，自山坡沖刷而下，淹沒建物、農
田，毀壞道路橋梁等公共設施，使得居民在火山爆發的衝擊後，
又要承受土石流的打擊。因此吉爾感動地表示，這批物資對災民
而言，格外地重要。
正當美國慈濟志工如火如荼著手慈善行動的同時，對聖文森天然
災害投以熱切關懷的，還有荷屬聖馬丁（Sint Maarten）慈濟志
工，雖然當地志工人力單薄，慈善步伐艱困，仍輾轉與聖文森災
區從事救災的牧師助理布萊恩取得對接，積極確認物資需求、完
成採買作業，以支援該教會在公園山（Park Hill）及其附近的濟
助工作。

慈濟美國總會提供淨斯多

功能福慧床，予聖文森火

山災民。聖文森駐洛杉磯

名譽總領事吉爾對其深感

興趣，迫不及待地試坐。

攝影／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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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馬丁慈濟志工首批愛心物資於4月底籌備完畢；船運老闆對志
工的善念深受感動，也發心提供免運費優待，讓這份救援物品
再添溫暖。賑災資源運抵聖文森教會後，因當地尚未有慈濟志
工，故由教會志工清點暨打包，確認受助名冊及活動流程，順利
於5月5日舉辦發放，為二百五十戶災民送上奶粉、玉米片，及肥
皂、衛生紙、漂白水等衛生用品，也替慈濟在聖文森參與的首次
發放，寫下慈善歷史新篇章。
即便鄰近聖文森的慈濟志工無法踏上該國親手為災戶布施，然慈
悲濟世的心念沛然，遂能牽起諸般輾轉救助的好因緣，使聖文森
得以成為慈濟全球援助足跡的第一百二十三個國家地區。

五月
 ◆ 2021.05.01 慈濟高雄分會啟動節慶關懷慈善行動，即日起針對照顧戶、獨居

長者、身障人士、隔代家庭等弱勢族群，逐戶致贈孝親感恩物
資，包含淨斯五穀粉、香積麵，以及向唐氏症基金會訂購的年輪
蛋糕禮盒。

 ◆ 2021.05.01 多明尼加拉羅馬那慈濟志工，展開本年度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
放，1、16日分別為市區、拉羅馬那慈濟中小學周邊、馬依達
（Mayita）海地移民村、杜克薩區（Duquesa）垃圾掩埋場的赤貧
家庭，發放糧食包，共五百四十五戶受益。

 ◆ 2021.05.01 柬埔寨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於4月初急遽增加，亟需大量醫療防疫
物資。慈濟臺灣本會接獲柬埔寨慈濟志工請求支援後，協同新加
坡、馬來西亞等臨近國家的慈濟據點，籌集口罩、手套、防護衣
等物資，於4、5月間陸續送往柬埔寨。
首都金邊與周邊地區為防堵疫情擴散，先後實施封城、分區行動
管制等措施，並從5月開始針對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為居民施

聖文森火山災民歡喜

地前往教會，領取荷

屬聖馬丁慈濟志工跨

國支援的食糧等民生

物資。圖片／荷屬聖

馬丁慈濟志工提供



246

55

打疫苗。金邊市菩森芷區（Pou Senchey）政府單位因防疫物資短
缺，不足以應付疫苗站工作人員所需，請求慈濟協助。慈濟志工
於5月1日趕赴當地八個疫苗接種點，送上口罩、手套、面罩、隔
離衣及酒精。除此以外，也將部分物資交由柬埔寨總理青年志願
醫師協會（TYDA），由其分送給各地第一線防疫單位。
另一方面，慈濟志工亦持續關懷生活陷入困境的弱勢族群，
經由金邊市朗哥垃圾掩埋場（Dangkor Landfill）管理委員會通
報，得知當地居民因防疫管制，無法撿拾回收物變賣，以致
生計無著，於13日前往發放大米、食用油等民生物資。而同樣
面臨斷糧危機的還有菩森芷區的未來之光孤兒院（Future Light 

Organization），在疫情衝擊下，捐款來源幾乎中斷，遂透過政府
向慈濟尋求援助，志工18日送上大米、蔬菜等物資，也為院童烹
煮蔬食午餐，推廣茹素護生的理念。 

慈濟柬埔寨聯絡處接

獲金邊市菩森芷區政

府求援，致送酒精、

口罩等防疫物資，予

當地疫苗接種點人員

使用。攝影／洪文清

柬埔寨未來之光孤兒院因經費短缺，面臨斷糧危機。慈濟志工送上大

米、蔬果、口罩、酒精等，幫助他們暫度困境。攝影／潘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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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5.02 福建省廈門十中自2017年起，幫扶甘肅省和政縣三十里鋪中學；
當地土地貧瘠，學生的父母多外出打工，部分學童失學。廈門十
中除了支援該校教學師資與分享教學經驗外，2021年起將部分校
內環保回收所得款項，捐贈予該校困難學生「愛心晚餐」。今年
2月，校方得知三十里鋪中學的學生們需要衣物，便與慈濟基金
會合作，啟動「衣衣不捨．新衣送愛甘肅行」公益行動。
廈門慈濟志工自2018年起推行結合環保與慈善行動的「衣衣不
捨」專案，從製衣廠商或名牌服裝店回收淘汰的新衣服，經過分
類、清洗、修補等過程，再將衣物送給有需要的慈善單位或是弱
勢家庭，珍惜物命也發揮良能；此次的新衣送愛活動，由廈門十
中親師生從3月12日起，利用假期整理新衣，為三十里鋪中學的
學生們挑選專屬他們自己的新衣，並手寫祝福卡片傳遞關懷。

經過三個月的籌備，一百四十八箱物資於4月22日運抵甘肅。慈
濟志工與廈門十中親師生於5月1日到達甘肅，翌日在三十里鋪中
學舉行捐贈儀式，為八百三十一位學生送上新衣、保溫瓶等物
資，關懷二十四戶困難學生家庭。本次公益行動結合慈善與環
保，除了帶給三十里鋪中學學生溫暖，也讓愛的循環不息。

廈門十中的周同學（左）

在爸爸指導下，為三十

里鋪中學的學生選了墨

綠色的上衣及暗紅色的

褲子，並細心檢查鈕扣

和線頭。攝影／杜建英

三 十 里 鋪 中 學 的 馬 同

學，激動地表示慈濟志

工 像 媽 媽 一 樣 對 待 他

們。志工得知她失去了

母親，立即給予關愛的

擁抱。攝影／陳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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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5.02 美國北加州慈濟志工前往聖塔克魯茲縣（Santa Cruz）偏遠社

區（Last Chance），關懷2020年閃電複合林火（CZU Lightning 

Complex Fires）災民，並致送背包、毛毯等民生物資及清潔用
品；另提供二十五份餐廳結緣的蔬食便當。

 ◆ 2021.05.04 智利聖格雷戈里奧德喇沙學校（Colegio San Gregorio de la 

Salle），每週三天為街友及弱勢家庭供應熱食。聖地牙哥慈濟志
工於2020年11月24日起，每週一天前往支援，提供素食餐點，有
感於當地新冠肺炎疫情擴大，民生愈困，自本日起供餐份量增加
為兩天份。

 ◆ 2021.05.06 新北巿中和區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繼員山地區
後，正式在南勢地區啟動。慈發處職工偕同志工，是日前往中興
里辦公室，為興南里、頂南里、中興里三位里長及社區居民代
表，說明居家安全改善之內容、執行方式等。

 ◆ 2021.05.07 慈濟印尼分會職工結合多家企業，捐贈大米、大愛麵、口罩、筆
記本等物資，予雅加達阿丁達育幼院（Panti Asuhan Adinda），
並送上開齋節祝福。

 ◆ 2021.05.07 美國紐約慈少製作手工卡片，為皇后區聯合廣場療養院（Union 

Plaza Care Center）院友加油打氣，祝福度過新冠肺炎疫情難關。

 ◆ 2021.05.07 海地慈濟志工首次於迦南（Canaan）舉辦發放活動，為五百戶貧
困家庭提供每戶二十公斤大米。海地2010年發生芮氏規模7.0強
震，重創首都太子港，許多流離失所者遷至太子港北郊的迦南，
為當地赤貧地區。

 ◆ 2021.05.08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持續關懷黃昏老人院（Hogar De Ancianos El 

Atardecer），本日捐助一百八十公斤大米，及冬季暖氣燃料費用，
而往年同時進行的浴佛活動，則因新冠肺炎疫情取消；13日前往

美國北加州慈濟志工

持續關懷2020年林火

災民，前往聖塔克魯

茲縣偏遠社區，為其

送上背包、衣物等實

用民生物資。攝影／

蔣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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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查理市「公園社區」，提供食材等物資予當地熱食發放點。

 ◆ 2021.05.09 慈濟巴拉圭東方市聯絡處接獲巴西福斯市聯合博愛會（AFA）求
助訊息，自2020年4月15日起兩度支援食物籃，由其代為轉交貧
困家庭，度過新冠肺炎疫情難關；本日志工親自參與發放，送上
口罩，及大米、牛奶、黑豆等糧食物資，共幫助五百戶。

 ◆ 2021.05.09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分四梯次，在瑪麗亞路易莎公立小學
（Escuela Maria Luisa Sepulveda），為弱勢家庭進行第三次新冠
肺炎疫期紓困發放，共二百戶受益，同日並舉行浴佛典禮。

 ◆ 2021.05.09 英國曼徹斯特慈濟志工配合新冠肺炎防疫封城措施，暫停探訪女
性中途之家（Women's Direct Access Centre），隨政府解封於本日
重啟，為受收容人安排剪髮、浴佛等活動。另自4月起，每月一
次為受收容人及工作人員提供餐盒。

 ◆ 2021.05.10 尼加拉瓜慈濟社區志工10至14日，於蒂皮塔帕城提瑪、瑪莎恰
帕、貝優阿蠻難瑟、瓜達露毗等區，進行長者訪視關懷、兒童靜
思語教學等活動，並提供熱食發放。

 ◆ 2021.05.10 慈濟印尼比亞克聯絡點（Biak），結合印尼佛教協會比亞克分
會（Permabudhi Biak）、印尼佛乘比亞克分會（KBI Biak）、哈
迪超市（Hadi Supermarket）及亞達寶佳有限公司（Artaboga），
舉辦生活物資發放，幫助巴布薩藍習經院（P o n p e s  D D I 

Babussalam）、希達亞杜拉習經院（Ponpes Hidayatullah）及建國
五基育幼院（Panti Asuhan Pancasila）。

 ◆ 2021.05.11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一家保麗龍工廠發生火災，波及隔壁焊接工
廠。慈濟志工獲訊前往關懷，提供八十人份晚餐及飲料，供消防
隊員補充體力，並致贈慰問金予受災工廠；另，保麗龍工廠為一
慈濟委員所經營，後續啟動法親關懷。

 ◆ 2021.05.11 墨西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部分學校無法支付薪資予教職員。
慈濟志工展開糧食包發放計畫，本日共幫助二十九位墨西哥國立
自治大學（UNAM）教授。

 ◆ 2021.05.11 加拿大北多倫多慈濟志工捐贈果醬、餅乾等物資及清潔用品，
支援列治文山（Richmond Hill）社區食物銀行（Richmond Hill 

Community Food Bank），幫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生活更加
艱困的弱勢族群。

 ◆ 2021.05.12 慈濟基金會自2020年4月起，在印度進行新冠肺炎防疫物資捐助
及生活紓困，當年度與十三個機構合作，援助範圍涵蓋十六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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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計九十四萬人受益。由於當地出現更具感染性的變種病毒，
加上大型節慶活動的群聚效應，疫情自本年3月開始急速惡化，
至5月初單日確診人數已達四十萬人，醫療系統及資源嚴重超
載，病殁人數急遽增加。慈濟基金會為即時了解當地疫情變化及
援助需求，與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靈醫會
（Camillians）、藏傳佛教寺院等合作機構，持續保持密切聯繫。
5月初，曾協助慈濟進行紓困發放的卡納塔卡省（Karnataka）
色拉傑寺，急需防疫物資，慈濟於12日捐贈口罩、手套、防護
衣、血氧儀、消毒噴霧，提供該寺三千多位僧眾，包括中小學
六百六十位小喇嘛使用。

隨著疫情失控，各地醫院病床、醫療設備嚴重短缺，無法因應大
量湧入的病患。慈濟一方面委請合作機構與當地志工，就地採購
防護物資、醫療用品及糧食，盡快發放，另一方面亦在中國大陸
慈濟志工的協助下，採購製氧機等醫療設備，設法以最快速度將
物資送至印度。
慈濟基金會本年計劃捐贈二千四百六十二臺製氧機予印度。首
批二百臺於25日運抵印度ABM佛教組織（ABM Samaj Prabodhan 

Sanstha）孟買辦公室，由其代表分送給加爾各答的仁愛傳教修女
會、南印度供靈醫會（SNEHA Charitable Trust）等慈善組織，以
及當地醫院、方艙醫院，部分則保留讓無法前往醫院就診的貧困
家庭借用。
此外，慈濟透過臺灣志工居中牽線，委請坦米爾納杜省（Tamil 

Nadu）的設備代理商奈爾先生（Sathish Nair），承擔南部省分的

慈濟捐贈防疫物資給

南印度色拉傑佛寺，

包括口罩、手套、防

護衣、血氧儀及消毒

噴霧等。圖片／色拉

傑佛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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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洽與關懷工作，29日將製氧機分別捐贈給坦米爾納杜省、喀拉
拉省（Kerala），由兩地政府轉送給相關公立醫院與醫療中心，
緊接著在隔天前往坦米爾納杜省的哥印拜陀市（Coimbatore），
捐助一家臨時醫院。
醫療院所供氧不足，究其原因在於容器短缺及配送不及。慈濟多
管齊下，除了捐贈製氧機之外，並在臺灣廠商傾力襄助下，一
週內調集六百支氧氣鋼瓶，於6月5日以海運方式，送往印度新德
里。另外，考量醫院須二十四小時不間斷供氧，同時也朝著援建
大型氧氣槽進行了解與評估。

 ◆ 2021.05.12 巴西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百業蕭條，聖保羅省慈濟志工關懷
甘比尼亞公立小學（Escola Municipal do Bairro de Campininha）貧
困家庭，志工本日前往捐贈七十份食物籃，並致送十條毛毯。志
工另參與副校長發起的熱食發放行動，每週一次為街友分送素食
便當。

 ◆ 2021.05.12 美國波士頓慈濟志工於1 2、2 6日，分別啟動萊姆斯特鎮
（Leominster）及里維爾市（Revere）住宅火災關懷，進駐當地
災難修復資源中心，與政府、民間慈善團體合作，接受災民申
請援助。

 ◆ 2021.05.12 加拿大進入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高峰，防疫物資需求急增。
慈濟加拿大分會展開捐贈口罩行動，12、15日陸續提供一萬
一千五百片予終止暴力協會（EVA BC）、原住民健康中心（Phil 

Bouvier Family Centre）、食物銀行、西蒙小學（Admiral Seymour 

Elementary School）及倫敦旅館（The London Hotel）庇護所等七
個單位，援助低收入家庭及弱勢族群。

慈 濟 委 請 印 度 設 備

廠 商 奈 爾 先 生 （ 左

二），協助與南部省

分接洽援助事宜，5月

29日代表慈濟將製氧

機贈予坦米爾納杜省

政府。圖片／慈濟花

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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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5.13 美國南加州阿普蘭市（Upland）一大型公寓，4日發生大火，造

成三十餘戶無家可歸。慈濟美國總會受邀進駐地區援助中心，了
解災戶困境及需求，本日為三十一戶家庭發放現值卡。

 ◆ 2021.05.13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於4月29日起，兩度前往基督教戒毒機構
（Remar），了解宿舍設施、運作情形及援助需求。本日捐贈
二百九十五公斤食糧，及十二種蔬果種子，幫助院友於新冠肺炎
疫期免於斷炊，另提供布口罩、環保毛毯等民生用品。

 ◆ 2021.05.13 慈濟基金會捐贈三十套棒球組訓裝備，包含棒球用的膠釘鞋、厚
外套、風衣、緊身衣、加重訓練球，以及捕手護具、置球袋各兩
個，幫助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小棒球隊擁有更充足的體訓資源，
由基金會慈發處主任呂芳川代表致贈。
水源國小創始於日據時期，當時稱為佐倉蕃童教育所，之後隨學
生人數增加，而增建校舍、並數度更改校名，直至1959年更名為
水源國民學校。該校現有六個班級，學生近百人，百分之九十是
太魯閣族原住民。校方為發展並激發孩童多元學習的興趣，積極
辦理各項體育活動，棒球隊便是其中一項，於2016年10月份成立
「樂樂棒球隊」，之後轉型為少棒隊，並參與各項棒球聯賽，成
績斐然，然而球隊設備長年累月使用下來，早已老舊破損，又礙
於經費有限，學童只能持續克難使用破損裝備。

慈濟捐助的三十套組訓裝備，讓棒球隊的孩童，不只擁有全新裝
備，也能在安全前題下訓練，提升棒球能力。六年級的陳同學，
自二年級加入棒球隊，擔任投手要職，對於新手套、新球袋最有
感受，原本過去球袋屬側背型，單肩揹久易不舒服，加上揹球時

慈濟基金會致贈秀林鄉水源國小棒球隊三十套棒球組訓裝

備，由慈發處主任呂芳川（右一）代表出席捐贈儀式。攝

影／陳誼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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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量，常造成手臂受傷，而全新雙肩背球袋，感覺輕鬆許多。
校長余展輝表示，棒球隊教練教學認真，但若設備不足，在訓練
方面會有所受限，更擔心孩子們因此而受傷，很感恩慈濟協助補
足，對學校幫助很大。
慈濟長年照顧水源部落弱勢家庭，包含改善獨居、兩老相依的長
者居家安全環境，提供二手輔具給需求者，更與部落、村長合作
推動「以茶代酒」，循序漸進地勸導鄉親節制飲酒，照顧自身健
康，同時也補助發展協會推動傳承原民織布文化課程。志工也於
每週一次晨光時間，到水源國小帶動閱讀、人文素養課程，並結
合聚落書坊協會於寒暑假或不定期舉辦營隊，推動健康小達人，
於低年級孩童更鼓勵定期參與籃球課。

 ◆ 2021.05.13 慈濟基金會關心「0402臺鐵408車次太魯閣號事故」相關人員身
心狀況，攜手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成立安心紓壓專案，本日起在花
蓮慈濟醫院、關山慈濟醫院及新店靜思堂、臺北東區聯絡處，定
期提供中西醫聯合紓壓服務，含身心醫學輔導訪談、芳療按摩
等，並安排志工一對一引領陪同，讓預約人員全程放鬆，減輕慢
性壓力傷害。

 ◆ 2021.05.13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進入社區感染階段，連日新增多起本土病例。
慈濟基金會防疫協調總指揮中心緊急發布通告，即日起提升防疫
措施，個案關懷改採電話訪視，醫院及機構關懷、「安穩家園•
美善社區」專案相關活動、社區關懷據點服務等全面暫緩；若有
緊急特殊狀況，另案處理。此外，臺北、新北、基隆、桃園、新
竹及宜蘭六縣巿的慈濟環保輔具平臺，即日起暫停服務。

 ◆ 2021.05.13 慈濟印尼棉蘭支會本日獲美思迪咖銀行（Bank Mestika）捐贈印
尼盾兩億元（折合臺幣約四十萬），隨後採購一萬份生活物資，

水源國小棒球隊的

設 備 屬 消 耗 品 ，

孩子們長期在克難

的環境下，堅持投

入棒球領域，從中

找到自己與團體榮

耀。圖片／水源國

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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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包括五公斤大米、兩公升食用油、兩公斤白糖，轉贈棉蘭市
政府，幫助困難家庭。

 ◆ 2021.05.14 彰化慈濟志工每週五、日固定前往火車站，協助和美實驗學校身
障學生上下車；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進入社區感染階段，配合政府
防疫政策，本日服務後暫告停歇。

 ◆ 2021.05.14 巴拉圭亞松森慈濟志工提供外科口罩、防護服、手套等物資，還
有八張病床，予聖胡安•內波穆切諾地區醫院（Hospital Distrital 

de San Juan Nepomuceno），暫解新冠肺炎疫期醫療物資短缺困
境。

 ◆ 2021.05.14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接獲上普恩特區（Puente Alto）貧民區照
顧戶的訊息，請求提供禦寒用品；本日前往致送毛毯、棉被、
冬衣及保溫板等物資，協助度過嚴冬。另轉贈民眾捐出的二手沙
發，予街友收容所（Casita Albergue Mi Casa es Tu Casa）使用。

 ◆ 2021.05.15 臺灣新冠肺炎社區感染升溫，行政院宣布臺北巿、新北巿防疫警
戒升至第三級，十七個縣巿政府各自調升為準三級，全面調高防
疫等級。慈濟基金會防疫協調總指揮中心防疫會議，即日起恢復
每日召開，且每日上午8時、下午5時各召開一次，滾動式調整防
疫措施；並公告即日起，全臺靜思堂、環保據點不對外開放，環
保輔具平臺停止運作、暫停服務。

 ◆ 2021.05.15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自15日起，陸續前往廣東省廣州市荔灣、越
秀、番禺、海珠區及佛山市等地，協助社區新冠肺炎篩檢站、疫
苗接種站的維持秩序。29至31日偕同番禺區雅居樂社區居民委員
會，於萬達廣場關懷為群眾施打疫苗的醫護及工作人員，並致送
糖水、點心。

 ◆ 2021.05.15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洛麗市慈濟志工一行十二人，前往達勒姆救援

慈濟防疫會議遵循政

府防疫規範，降低現

場與會人員，除召集

人、行政小組及相關

主管外，其餘改以線

上會議方式進行。攝

影／顏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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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Durham Rescue Mission）收容中心關懷，分組進行供餐服務
及收容區周邊環境清潔；另捐贈洗手液，幫助加強防疫。

 ◆ 2021.05.15 瓜地馬拉慈濟志工於聖瑪利亞德荷蘇斯市（Santa María de 

Jesús），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依市府提供名單，為經濟困難
家庭發放大米、通心麵、麥片及食用油等生活物資，共一百二十
戶受益。

 ◆ 2021.05.16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桃園巿政府宣布防疫警戒升為準三級。
慈濟基金會送出一千五百個防護面罩，予桃園巿政府警察局，供
警員外出稽查值勤時自我保護；該批面罩為高雄慈濟志工自製。

 ◆ 2021.05.16 尼泊爾因緊鄰印度，加上醫療系統脆弱，亦陷入新冠肺炎疫情急
速惡化的危機，5月間每日平均超過五千人染疫，死亡人數節節
攀升，尤以首都加德滿都以及與印度接壤的藍毘尼省最為嚴重。
慈濟基金會於5月上旬得知，加德滿都的特里布文大學教學醫院
（Tribhuvan 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急需醫療儀器的訊息，
於5月16日至6月2日由當地志工陸續將呼吸器、手套、防護衣及
屍袋等物資，送至該院。
相對於城市地區，位處高山偏鄉的醫療院所，資源更形匱乏。
志工17日在首都加德滿都緊急採購製氧機、血氧儀、體溫計
等醫療器材，於翌日趕赴海拔三千多公尺的甘達基省馬囊縣
（Manang），捐助當地的區域醫院，部分物資後續由驢隊及揹
夫接力送至山區更遠的五個村鎮。
5月初，藍毘尼文化自治巿政府（Lumbini Cultural Municipality）
在一處度假村，設立隔離中心來收治新冠肺炎病患，向慈濟請求
提供醫療設備援助。慈濟接獲訊息後，委請國際佛教協會麥特立
法師（Bhikkhu Maitri）前往了解及溝通，確定其需求並擬定援助

尼泊爾本土志工馬坤達

（中左，著灰衣者）代

表慈濟，前往加德滿都

特里布文大學教學醫院

捐贈手套等物資，協助

院方紓解物資短缺的困

境。圖片／慈濟花蓮本

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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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再由麥特立法師以婦女縫製布口罩職訓計畫的剩餘經費，
就近採購病床、心電圖儀器、防護衣及防護面罩等，於17日捐助
該中心。
慈濟基金會多管齊下，除聯繫當地慈濟志工確認援助需求，設法
在當地採購物資，並自29日至8月中旬陸續安排十架次的包機，
將防護衣、防護帽及鞋套等防護用品，以及製氧機等醫療儀器，
由中國大陸送抵尼泊爾，透過與尼泊爾健康環境與氣候行動基金
會（Health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Action Foundation）合作，進
行醫療援助行動，由該會協助處理援助物資進口等行政事宜，並
負責與該國衛生部溝通，籌辦後續的捐贈工作。另外，也協請慈
濟馬來西亞分會，同步採購醫療物資，自檳城以空運方式盡速送
達尼泊爾。

 ◆  2021.05.16 慈濟基金會接獲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求助，緊急調撥五十五張
淨斯多功能福慧床，提供該院因新冠肺炎防疫、安置院民用。

 ◆ 2021.05.17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慈濟基金會緊急調集防護面罩，即日起
陸續致贈新北巿政府警察局，以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中
山、內湖、南港等多間分局，提供員警執勤時自身安全防護。

 ◆ 2021.05.17 馬來西亞馬六甲17日清晨大雨成災，慈濟志工第一時間關懷災區

慈濟基金會於中國大陸購

買的防疫物資，運抵尼泊

爾加德滿都。尼泊爾健康

環境與氣候行動基金會人

員馬赫士（左三）協助辦

理清關，並代表捐贈給尼

國衛生部。圖片／慈濟花

蓮本會提供

遵循雙北三級警戒，慈濟

出動少數職工及志工，緊

急送福慧床至療養院，並

與療養院工作人員攜手布

置空間。攝影／葉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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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並協助疏散部分災民，翌日出動十餘人前往嚴重受災的武
吉波浪烏達瑪區，協助七戶受災戶清理家園。

 ◆ 2021.05.17 加勒比海島國海地（Haiti）為美洲貧窮國之一，因其長年政局動
盪，社會安全問題嚴峻，以及地震、颶風等自然災害頻繁，復原
工作緩慢，致使民生困頓，六成人口經濟積弱；其中，女性生計
更處弱勢，由於較難進入主要勞動市場，泰半從事流動性高、收
入浮動，無需專業技能的低薪工作，特別是未婚單親及性暴力犯
罪下的女性受害者，經濟處境最為堪慮，伴隨近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衝擊，生活愈發無以為繼。

海地慈濟志工為協助社區特困單親媽媽改善家庭經濟，於拉薩
琳區綜合學校（OPEPB），開辦為期十個月的「裁縫職業訓練
班」，幫助她們習得一技之長，足以自力更生；受訓期間不僅免
繳學費，更提供生活補助，讓其安心向學，共有十七位婦女獲遴
選培訓。
開課典禮於2021年5月14日舉行，17日正式授課。學員皆十分珍
惜這項在貧困逆境中開啟生機的機會，即使身懷六甲的孕婦，也
不願放棄，渴望在臨盆前為就業做好準備，學習技能，以創造收
入來源。而裁縫教師也懷抱教會學員的使命，用心傳授，期待嚴
師之下能出高徒；教授內容包含針車操作，可以獨立進行設計、
打版，完成口罩、成衣、袋包等編織整燙，並分享製衣廠工序安
排等作業流程。
開課首日，教師首先示範如何製作布口罩，結合慈濟志工的防疫
宣導計畫，預備將生產成品捐助海地校園師生，幫助他們加強防
疫。職訓成果以能投入車縫產業為學習目標，培植她們具備從業
人員所需職能；結業之後也會發予證書，同時協助媒合、轉介至
成衣廠工作。另外，課堂除了縫紉技巧修習，志工還融入結合生

海地慈濟「裁縫職業

訓練班」協助經濟弱

勢婦女培養技能，學

員 皆 配 有 一 臺 縫 紉

機，進行實地操作學

習。攝影／凱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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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與倫理的「靜思語」教學，引導學員有職業道德素養，啟發善
與愛的心念，日後行有餘力，也懂得回饋社會。

 ◆ 2021.05.19 慈濟基金會致贈一千份安心祝福包、一百份大愛感恩科技公司防
護面罩，予宜蘭縣政府，另提供一百包淨斯本草飲予宜蘭縣消防
局，關心第一線執勤人員，以及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

 ◆ 2021.05.19 慈濟基金會應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中部分署請求，本日緊急致贈
三百六十公斤漂白水、24日送去四十一支額溫槍；6月16日再送
上一千三百個防護面罩，為邊境防疫盡一分心力。

 ◆ 2021.05.19 慈濟基金會衛生福利部疫情關懷中心志工服務，本日服務結束後
暫告一段落。該服務自2020年9月8日起，由北區志工每日輪值，
以電話關懷居家隔離及檢疫者，之後亦提供疫苗接種相關諮詢，
近日因本土疫情升溫，遂由該部通知暫停服務。

 ◆ 2021.05.19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疫情自4月初開始，面臨2020年以來的第二
波反彈，確診人數急遽增加，醫療量能面臨超載，死亡人數快
速攀升。位在馬國東部砂勞越州的慈濟古晉支會，是慈濟在當
地的防疫物資集中站，有感於疫情升溫，主動聯繫砂勞越衛生
局，表達援助的意願。經雙方討論後，古晉支會備妥七百二十
套防護衣、八萬支手套，除將一萬六千五百支手套贈予砂勞越
中央醫院，其餘物資於5月19日送抵慈濟詩巫聯絡處及民都魯共
修處，陸續分送給美里省、沐膠省、加帛省及斯里阿曼省等地
的醫療院所使用。
在北馬地區，檳州各醫院的新冠肺炎加護病床不敷使用，軍方協
助衛生部於北海甲拋峇底醫院設立野戰加護病房。慈濟北海支會
於20日致送五千個口罩、三千套防護衣，捐助前線醫護人員。
首都吉隆坡及雪蘭莪州疫情更為嚴峻，確診人數居全國之冠，各
家醫院病床、呼吸器等設備數量，難以因應疫情的快速發展。其

海地慈濟「裁縫職業訓練

班」開課當日，教師即為

學 員 介 紹 縫 紉 工 具 ， 並

從如何製作布口罩開始教

學，讓成品得以幫助校園

師生防疫。攝影／凱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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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雪蘭莪州雙溪毛糯醫院為全馬收治最多重症患者的醫院。慈
濟雪隆分會得知該院急需加護病房相關醫療器材，22日協請從
事醫療設備製造的慈濟志工林觀年，緊急調度二十張病床，送
往該院應急，25日除持續送出病床外，亦添贈氧氣供應及呼吸
輔助儀、高流量氧氣鼻導管等儀器，以及口罩、防護面罩等個
人防護物資。
馬來西亞疫情持續升溫，直至29日單日確診人數已突破九千例。
慈濟雪隆分會發動募心募愛活動，結合國際佛教徒聯合會、藏傳
佛教會等宗教團體，以及商會等企業界組織，共同籌募基金，協
助醫療院所添置相關設備，截至7月下旬，在吉隆坡、雪蘭莪、
森美蘭、馬六甲、砂勞越、沙巴等地，共援助十五家政府醫院及
健康中心，為提升醫療量能盡一分力。

 ◆ 2021.05.19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19、20日前往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喜德縣，
走訪十四所中小學，了解學校飲水供應情形及評估設備安裝位
置。20日與喜德縣政府簽訂校園健康飲水計畫設備捐贈協議，第
一批將贈予依茲覺中心小學校、且托小學、則約小學、羊媽媽希
望小學、文瀚小學等五所學校，提供學生安全衛生的飲用水。

 ◆ 2021.05.20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慈濟基金會關心第一線採訪的媒體從業

馬來西亞雙溪毛糯醫院

收 治 大 量 新 冠 肺 炎 患

者，病床等醫療設備不

足，從事醫療設備製造

的慈濟志工林觀年（前

右），調度二十張病床

應急，並帶領員工協助

組裝。攝影／覃平福

慈濟雪隆分會捐助雙溪

毛糯醫院，於5月下旬

送上氧氣供應及呼吸輔

助儀、高流量氧氣鼻導

管等儀器，以及口罩、

防護面罩等個人防護物

資。攝影／覃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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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透過物流宅配方式，寄出八百七十八片防護面罩，予民
視、東森電視、三立電視等十一間媒體單位。

 ◆ 2021.05.20 斯里蘭卡4月中旬起新冠肺炎確診案例激增，漢班托塔、可倫坡
慈濟志工每月照顧戶物資發放活動，於20至25日改採入戶分送方
式，並縮減參與人數，約二百五十戶受益。

 ◆ 2021.05.20 慈濟澳洲分會為幫助弱勢家庭學生，推動新芽助學計畫，以公立
寶活女子中學（Burwood Girls High School）為第一所合作學校，
於本日為該校五位學生頒發助學金。該校亦為慈濟自1998年起租
借開辦人文學校的場所。

 ◆ 2021.05.21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志工長期關懷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中心
（Wellsprings Village），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持續捐贈清潔劑、
消毒紙巾等防疫物資及生活用品，本日除致送物資外，並提供德
州分會疫苗接種活動訊息，鼓勵住民前往施打。

 ◆ 2021.05.22 慈濟基金會應新北巿政府請求，將提供三千箱「安心生活箱」，
幫助該巿低收入戶、失能、獨居等弱勢家庭。本日在靜思精舍進
行打包作業，並於22、23日分批貨運寄出，由巿政府社福中心接
手發放。

 ◆ 2021.05.23 慈濟南非分會於約堡李耶維里區（Rietvallei），進行社區冬令發
放，為三百三十六戶貧民送上大米等食物。

 ◆ 2021.05.24 中國大陸青海省果洛州22日清晨發生芮氏規模7.4地震，造成橋
梁塌陷與建築損害，慈濟志工與青海當地的熱哇慈善會了解災區
實際狀況與物資需求。慈濟基金會與熱哇慈善會的因緣，源自
2019年3月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的雪災援助，並於災後持續關懷
當地鄉親，同年7月四川慈濟志工與熱哇慈善會合作，展開大病
兒童救助行動，資助患有重大病症的治療。
由於海拔高且氣溫達零下二十多度，災區需要禦寒物資。因此調

慈濟志工關懷青海強震受

災的困難家庭，並恭敬的

為鄉親送上保暖衣物。攝

影／馬玥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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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防風厚毛毯四千條、淨斯多功能福慧床五百張，以及環保外
套、圍巾等禦寒衣物。援助物資於24日運抵青海省瑪多縣，慈濟
志工及熱哇慈善會成員會合，首站抵達瑪多縣民族寄宿小學安置
點，將毛毯發送給學生，翌日在黃河鄉藏文寄宿制學校救災安置
點進行發放。
26日志工與瑪多縣當地政府討論物資分配方案，考量青海省地廣
人稀，由馬查理鎮、花石峽鎮、黃河鄉、紮陵湖鄉當地幹部協
助，將環保外套、棉內衣褲等物資發放予當地困難家庭。同日前
往花石峽鎮藏文中心寄宿制小學、紮陵湖鄉藏文寄宿制小學等兩
處安置點，發放禦寒物資，並走訪學校周圍的困難家庭慰問，送
上祝福。  

 ◆ 2021.05.25 中國大陸雲南省大理州21日晚間發生芮氏規模6.4地震，造成人
員傷亡、建築毀損。慈濟志工確認通往災區主要公路搶通後，25

日準備毛毯二十條、香積飯等物資，前往漾鼻彝族自治縣漾江鎮
勘災，慰問受災鄉親。26、27日獲得大理州民政局許可，分別進
入受災較嚴重的蒼山西鎮沙河村、平坡鎮向陽村等地勘災，並與
鎮村幹部互動，了解受災情形與物資需求。
當地房屋因強震侵襲而倒塌，於是鄉親集中居住在安置點的帳篷

中。志工為讓安置在臨時帳棚裡的鄉親有良好的休息環境，於是
援助淨斯多功能福慧床、毛毯等物資。
志工28日緊急採購的衛生用品、防蚊液等物資，分送予阿裡、
向陽、下黑大、阿尼麼等四個村組共一百戶。翌日，志工分為
三組，於沙河村十六個村組發放賑災物資及衣物。5月30日至6

月1日，志工於沙河村、河西村發放福慧床九百九十四張、毛毯
一千七百七十條，以及衛生用品、消毒用品等物資，改善他們的
居住環境。

慈濟志工為住在臨時帳

棚中的老奶奶送來淨斯

多功能福慧床，志工的

關懷也讓老奶奶展開笑

顏。攝影／劉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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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5.26 慈濟基金會接獲新北巿政府社會局來訊，於26、27日共贈三千

份安心祝福包，關心入住檢疫所的新北巿巿民及集中檢疫所工
作人員。

 ◆ 2021.05.26 玻利維亞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聖塔克魯茲省慈濟志工於5

月26日，及6月2、12、13日，在波隆哥（Porongo）三處社區
（Lomas del Urubo, Tarumatu, Pozo Colorado）進行紓困發放，為
經濟弱勢家庭提供每戶包含大米、麵粉，及消毒酒精等三十七公
斤民生物資，共幫助八百戶。

 ◆ 2021.05.27 慈濟基金會與花蓮慈濟醫院致贈花蓮縣消防局一百三十組創新的
防疫隔離罩（又稱「防護隔離罩」），提供救護人員在運送傳染
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使用，加強消防救護過程的防疫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漸擴全球之際，花蓮慈濟醫院急診部、教
學部、總務室工務組及創新育成中心，與花蓮縣消防局高級救護
技術員合作，共同研發設計了一款適合用於到院前緊急救護的防
疫隔離罩。
經過二個月測試，研發出的防疫隔離罩，每組造價只要數百元，
能與HEPA呼吸道處置技術結合，患者送上救護車時，由消防人
員協助戴上特製HEPA過濾器，病床上放置隔離罩，到急診換
床、轉送加護病房時沿路都可使用，保護所有救護人員的安全，
避免被患者飛沫傳染。

研發團隊以添加色素的玉米粉模擬呼吸道內的病毒，透過高流速
每分鐘十五公升的氧氣，經復甦安妮模型氣管噴出，玉米粉皆能
吸附在防疫隔離罩與HEPA過濾器內，顯示未來運用在各類呼吸
道傳染病患者送醫過程使用，可有效阻隔病毒；而且，防疫隔離
罩體積小、易攜帶、展開快，對於前線防疫人員而言更是多了一
道保障。

慈濟基金會致贈防疫

隔離罩予十三縣巿政

府消防局，保護第一

線防疫救護人員的安

全。圖片／花蓮慈濟

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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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中旬，臺灣爆發本土社區感染，全國進入三級警戒，
各縣巿政府消防局啟動防疫專責隊，專司載送疑似案例就醫。為
了保護救護人員安全，慈濟基金會繼27日致贈花蓮縣消防局後，
陸續捐贈基隆巿、桃園巿、苗栗縣、臺中巿、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巿、臺南巿、臺東縣、宜蘭縣等縣巿消
防局，共計一千三百三十組；並因應振興醫院提出需求，致送
十組。此外，臺灣駐烏蘭巴托臺北貿易經濟代表處，從媒體新聞
獲悉此項防疫產品後，透過外交部向慈濟基金會提出請求，支援
一百組，供該國防疫使用。

 ◆ 2021.05.27 慈濟基金會持續關懷臺灣警消人員，在防護面罩、PVC手套到貨
後，於27、28日擴大全臺警消捐贈，包括臺北巿警察局及消防
局、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等。PVC手套為聯華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愛心捐贈。

 ◆ 2021.05.28 慈濟基金會第二批「安心生活箱」，共計二千六百五十箱，於
5月28、29日在靜思精舍完成打包，提供臺北巿政府、基隆巿政
府，關心當地低收弱勢家庭；其中也含平溪國中清寒學子家庭、
法親關懷用。

 ◆ 2021.05.28 慈濟基金會關懷確診住院病患，28日動員臺北分會人力，打包
一千一百份安心祝福包，提供臺北慈院所承擔的加強版防疫專責
旅館、以及臺中慈院等使用。

 ◆ 2021.05.28 慈濟基金會於孟加拉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援助，自2020年起已
完成六場發放，本日舉辦第七場發放活動，共一百五十戶受益。

 ◆ 2021.05.28 慈濟基金會馳援柬埔寨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本日以海運方式由臺
灣寄出七萬二千件防護衣。

 ◆ 2021.05.28 寮國新冠肺炎疫情4月下旬持續擴大，慈濟基金會展開防疫物資

防疫隔離罩可在患者

送上救護車時一路使

用到醫院急診換床、

或送到加護病房，全

程 保 護 救 護 人 員 安

全，避免飛沫傳染。

圖片／苗栗縣政府消

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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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第一批醫療物資包括防護衣、鞋套、面罩、體溫計等，於
本日運抵該國，後續由寮國志工陳正輝及百細市崇德善堂協助，
送至占巴塞省政府（Champasak）。

 ◆ 2021.05.29 新竹巿慈濟志工接獲巿政府來訊，巿府擬於29、30日在一家大型
餐廳停車場，設置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站，為醫事人員施打疫苗，
邀請志工協助動線引導。此訊息，經提案慈濟基金會防疫協調總
指揮中心，評估服務地點為戶外開闊空間，且只負責動線引導，
同意新竹志工組隊自行決定是否動員，並在醫療志業的建議下，
訂出以志願報名為主，且以年輕者、接種過疫苗者為優先，同時
必須取得家人同意等配套準則，供志工組隊依循。
新竹慈濟志工組隊接獲回覆後，立即與巿府協調，由於兩天報名
者多達十幾位，依循總指揮中心準則，以年輕志工為優先，在
29日有四位、30日有五位投入。此外，除了巿府所提供的護目面
罩、手套等個人防護裝備外，總指揮中心亦提供KN95口罩，供
參與志工使用，務求人人徹底落實自我防護。總指揮中心所擬訂
的配套準則，亦成為6月間，慈濟出借靜思堂或會所時，志工動
員之遵守依據。

 ◆ 2021.05.30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政府於各地社區開設篩檢站，以防堵疫
情擴散。中區慈濟志工發起「送愛到慈濟醫院快篩站」及慈濟醫
院，即日起至6月14日，每日提供一百四十份午餐及飲品，慰勞
醫護人員辛苦。

 ◆ 2021.05.30 慈濟基金會因應花蓮縣政府衛生局需求，從苗栗園區慈濟防備災
教育中心拆除兩座組合屋，移至花蓮搭蓋，並由花蓮慈濟醫院工
務組規劃內部動線，5月29日完工，本日啟用，提升花蓮新冠肺
炎快篩量能。

 ◆ 2021.05.30 智利聖地亞哥慈濟志工於普達韋爾（Pudahuel）埃爾維拉聖克魯

慈濟馳援寮國新冠肺炎

防疫工作，捐贈防護衣

等醫療物資予占巴塞省

政府，由當地志工陳正

輝（左七）等人代表移

交給政府人員。圖片／

慈濟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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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學校，為兩百戶清寒家庭分四梯次進行紓困發放。該校位於貧
民區，又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學生生活陷困。

 ◆ 2021.05.30 阿根廷新冠肺炎疫情未見平緩，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實施行動管
制。慈濟志工無法跨區前往閃亮之星協會（Los Luceros）致送民
生用品，本日由協會人員至阿根廷聯絡處，領取生活物資包。慈
濟志工自2020年6月起，每月協助該協會關懷經濟弱勢家庭，度
過疫期難關。

 ◆ 2021.05.30 南亞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擴散，慈濟基金會援助斯里蘭卡防疫工
作，本日以海運方式，由臺灣寄出隔離衣及防護衣共三萬六千
多件。

 ◆ 2021.05.31 慈濟泰國分會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自本日起分別為北欖府、
曼谷市及周邊地區的難民，送上大米、麵粉、食用油等生活物
資，幫助一千餘戶。

 ◆ 2021.05.31 逢端午節前夕，香港慈濟志工於5月31日，及6月2、11、13日，
陸續前往觀塘區碼頭、雲漢大樓，及油麻地、尖沙咀等地探訪街
友與弱勢家庭，分送素粽等熱食。

 ◆ 2021.05.31 慈濟基金會接獲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請求，於急診室外
援建篩檢站組合屋，本日廠商進駐施工，6月1日完工。位在臺
北巿士林區的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自北巿爆發本土社區感染
後，急診室外快篩民眾天天大排長龍，醫護人員必須在全套防
護裝備下進行篩檢工作，格外辛苦且悶熱，遂向慈濟提出請
求，經營建處派員實勘、丈量後，安排廠商進駐施工，在短時
間內搭蓋組合屋，而內部隔間、動線設置等由院方自行處理，
以因應驟增的篩檢需求。

 ◆ 2021.05.31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慈濟基金會致贈一千箱安心生活箱，以
及四萬雙PVC手套、五百個防護面罩予基隆巿政府，關心該巿低
收及弱勢家庭，和警消人員防疫安全。

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護理人員在

篩檢組合屋裡，為民眾進行新

冠肺炎快篩，免於在帳棚下受

高溫炎熱的不適，民眾也無須

揮汗排隊等候。攝影／吳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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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 2021.06.01 臺灣5月中旬傳出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從臺北巿、新北巿蔓延至
其他縣巿，屏東縣21日出現首例本土病例，迄今累計二十七人確
診，逾三百人居家隔離中。慈濟基金會接獲屏東縣政府請求，
本日委託當地志工代表，致贈六百份居家檢疫安心祝福包，關
懷居家隔離者，並送出四千一百片防護面罩、三萬雙PVC手套，
協助縣政府防疫工作。而隨端午假期到來，慈濟再度接獲縣府
請求，11日再贈五千片防護面罩，提供縣內三十二個傳統巿場、
二千五百多個攤商使用，以免出現防疫破口。

此外，因應屏東縣政府需求，慈濟在里港鄉過江村的里港河濱
公園，搭蓋一座篩檢站組合屋，營建處職工5月31日在縣府人員
陪同下進行場勘、丈量，6月1日緊急安排廠商進場施工，即使夜
深，施工人員未停歇，期能早日完成，提升當地快篩量能，2日
舉行移交儀式，由志工贈鑰予縣長潘孟安。
爾後，屏東縣疫情緩和，僅新增零星個案，直到傳出自營計程車
司機群聚感染，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基因定序，6月26日宣布
其中六人感染Delta變異株，為臺灣首見Delta本土病例。屏東縣政

慈濟在里港鄉過江村

的里港河濱公園，搭

蓋 一 座 篩 檢 站 組 合

屋，並移交屏東縣政

府，贈鑰予縣長潘孟

安（右二）。圖片／

營建處提供

屏東慈濟志工緊急送

一千份安心祝福包到

枋山，由屏東縣衛生

局及鄉公所發給楓港

村、善餘村村民。圖

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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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緊急封鎖枋山鄉楓港村、善餘村，村內超市、超商、餐飲業、
傳統市場等場所關閉，居民全面篩檢，同時向慈濟提出需求，因
兩村長者居多，期能支援可供長者食用、補充營養的物資。
慈濟接獲訊息，立即盤點物資，動員總務處職工從北部驅車南
下，於大林慈濟醫院交貨，由屏東慈濟志工接駁載回分會，進行
安心祝福包打包作業。每份物資有淨斯力能調養素、香積飯、味
噌湯、防護面罩、三片醫用口罩，共一千份；其中，淨斯力能調
養素，富含蛋白質、大豆卵磷脂、膳食纖維、酵素、維生素和礦
物質，營養價值高、易吸收，為此次濟助的重點項目。志工於27

日送往枋山地區，供屏東縣衛生局及鄉公所發給兩村民眾。
29日，慈濟再度接獲屏東縣政府來訊，因擴大篩檢，急需醫療防
疫物資協助，經確認後立即送出三萬劑「威創（VTrust）新型冠
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二千件隔離衣；另追加的四百份安
心祝福包，7月1日動員屏東分會職工打包，2日送到屏東縣政府
民政處，共同關懷居家隔離者。

 ◆ 2021.06.01 桃園巿慈濟志工接獲一位法師求援，緊急送上安心生活箱，以舒
緩因新冠肺炎三級警戒、暫停法會而無收入的生活困境。

 ◆ 2021.06.02 慈濟基金會關心花蓮縣原鄉部落，提供三百三十箱「安心生活
箱」、三十二盒醫用口罩，幫助秀林村、佳民村、景美村、水源
村、銅門村的獨居及弱勢長者。

 ◆ 2021.06.02 慈濟基金會捐贈三萬份防疫物資、淨斯資糧等予內政部，提供全
臺各地篩檢站等醫護及警消人員值勤防疫、補充體力。

 ◆ 2021.06.02 慈濟基金會致贈六十箱淨斯資糧（十全食補鍋冬粉、鮮菇芋香米
粉、蔬食糙米鹹粥及淨斯豆漿粉），予臺南巿政府衛生局，提供
該巿各社區篩檢站工作人員補充體力。

遵守三級防疫警戒，慈

濟屏東分會職工負責安

心祝福禮打包，再委請

志工代表捐贈。圖片／

施惠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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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02 臺灣新冠肺炎爆發社區感染，各縣巿政府大量進行快篩，抗原試

劑面臨供應不穩情況。慈濟基金會緊急向泰博科技公司採購六十
萬劑「威創（VTrust）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提供
各縣巿政府、醫療院所，提升快篩量能。該款試劑，由中研院研
發、慈濟大學協助測試，技轉授權該公司生產；與慈濟基金會
2020年贈予宏都拉斯、玻利維亞、南非等進行人道援助的「新型
冠狀病毒抗體快篩試劑」不同。
新冠肺炎自2019年底蔓延全球，醫界研發出三種檢驗方式：一
是PCR準確性高，二是抗體快篩採驗染後抗體，三是抗原快篩採
驗感染當下抗原反應。慈濟大學率先與中央研究院、臺北慈濟醫
院合作，開發出「新型冠狀病毒抗體快篩試劑」，為抗體檢驗技
術，委託鼎群科技公司製造；爾後，協助「威創（VTrust）新型
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測試，為泰博科技公司生產製造之
產品。
「威創（VTrust）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分批到貨
後，因應需求立即送出。本日送出五千劑予臺東縣衛生局，3日
送出三萬劑予臺北巿立聯合醫院，4日再送五萬劑予新北巿政府
衛生局，爾後幾乎每天都依各縣巿政府提出需求，緊急送出，並
配合政府三級防疫警戒，由基金會總務處團隊就近配送，或是透
過貨運宅配、臺鐵運輸等方式，送到新竹縣、新竹巿、苗栗縣、
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等地，也送至臺北、臺中、大林慈濟醫
院，協助提升快篩作業。

6月下旬，臺北農產運銷公司傳出群聚感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啟動「市場專案」快速全面篩檢。慈濟主動聯絡臺北巿政
府關懷狀況，依巿府需求並考量疫情發展，緊急採購二十萬劑
「亞培（Abbott）抗原快篩試劑」，28日送五萬劑予臺北巿政府

慈濟基金會於12日提供

快篩試劑、N95口罩各

五千個予花蓮縣政府衛

生局，由副執行長劉效

成（左）代表致贈局長

朱家祥（右）。攝影／

陳誼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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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協助臺北農產、畜產運銷公司提升篩檢量能；另，五萬
劑送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截至7月30日，慈濟共計送出四十九萬
六千三百劑，為臺灣防疫工作盡一分心力。

 ◆ 2021.06.02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持續關懷亞若蘇拉、白色悲傷社區弱勢家庭，
提供熱食、學用品，及進行衛教宣導等活動，本日舉辦大米發
放，超過六百戶受益。

 ◆ 2021.06.02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支援瑪麗亞路易莎公立小學（Escuela 

Maria Luisa Sepulveda）熱食發放活動，本日捐助一百八十公斤
大米，及麵條、扁豆等物資，並協助料理；另前往高職學校
（Liceo José Miguel Carrera）捐贈二手筆電，供弱勢學生課業學
習使用。

 ◆ 2021.06.03 慈濟基金會與花蓮慈濟醫院致贈臺東縣消防局一百組創新防疫隔
離罩，以提升第一線防疫救護人員執勤時的防護安全。

慈濟基金會採買威創、亞

培兩款抗原快篩試劑，提

供縣巿衛生局、醫療院所

使用，新北市衛生局獲贈

五萬劑威創抗原快篩劑。

圖片／詹桂祺提供

智利慈濟志工捐助二手

電腦，予基利庫拉市一

所高職學校學生。一位

用功向學的腦麻生，收

到筆電後，露出欣喜的

眼神。圖片／慈濟聖地

牙哥聯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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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03 慈濟基金會應臺東縣政府衛生局需求，本日送出五百個防護面

罩、8日再捐贈五千劑「威創（VTrust）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
檢驗試劑」，提升當地防疫量能。

 ◆ 2021.06.03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居高不下，檳城州至6月初累計近三
萬例。檳城中央醫院（Hospital Pulau Pinang）緊急增設加護病
房，收治重症個案。慈濟馬來西亞分會結合企業團體，於3日捐
贈七臺高流量氧氣鼻導管治療儀，21日再致送五千套防護衣、一
萬個布口罩及三千瓶潔手液，協助紓緩物資短缺的問題。另因應
當地疫情持續升溫，10日起於檳城慈濟洗腎中心戶外設立「新冠
肺炎檢測站」，每週一、四，免費為腎友、照顧戶等經濟弱勢族
群提供快速篩檢服務。
與檳城州相鄰的吉打州，至5月底每日增加的確診個案已逾四百
例。慈濟吉打分會實業家志工得知亞羅士打蘇丹娜峇希雅中央醫
院（Hospital Sultanah Bahiyah）欠缺醫療口罩，遂發起募愛行
動，於9日捐贈約五千個N95口罩，以應急需。雙溪大年是吉打
州瓜拉姆拉縣（Kuala Muda）疫情最嚴重的社區，確診人數6月
中旬飆升逾千人。慈濟馬來西亞分會馳援當地的蘇丹阿都哈林醫
院（Sultan Abdul Halim Hospital），於16、22日陸續捐贈防護物
資、成人紙尿片、血壓監測器、加護病床監護儀、飲水機等。

吉打州南邊的霹靂州，確診人數亦持續增加，當地醫療量能緊
繃。霹靂慈濟志工及人醫會團隊在社區啟動募心募愛，並在11日
捐贈四臺生命體徵監護儀、一臺封閉式嬰兒保育箱、十套注射
泵、十臺呼吸器，予安順醫院（Hospital Teluk Intan），16日前往
曼絨醫院（Hospital Seri Manjung），捐贈三臺呼吸器、一臺重症
病人監護儀，並出借超聲波儀器、心電圖機等義診設備。位在該

慈濟吉打分會志工與實業

家團隊，前往蘇丹娜峇希

雅中央醫院，致送N95口

罩，以應院方急需。攝影

／劉碧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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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首府的怡保中央醫院（Hospital Raja Permaisuri Bainun）也面臨
病患暴增的困境。慈濟霹靂支會於25日捐贈第一批醫療設備，包
括病床、餵食泵、注射泵、呼吸器及監護儀等，讓醫護人員安心
救命。
另外，鄰近霹靂州的吉蘭丹州疫情雖略為平穩，但醫院床位仍
不足。當地志工持續支援低風險治療及隔離中心，除提供淨斯
多功能福慧床之外，28日再捐贈十四張醫療病床、動力濾淨呼
吸防護具、防護衣、口罩，以及三臺電冰箱，為提升醫療量能
增添助力。

 ◆ 2021.06.03 尼泊爾新冠肺炎每日新增確診人數，自5月中旬雖出現下降趨
勢，但每天仍有數千宗病例，醫用氧氣、病床及設備依舊不足。
慈濟基金會持續進行醫療物資援助，於3、6日先後致送製氧機、
X光機、心電圖機及高壓滅菌釜等醫療儀器，予加德滿都「阿南
達古蹄社區隔離中心」，另於3、8日陸續捐贈製氧機、防疫物資
及醫療用品，援助尼泊爾菩薩沙彌學院（IBS Sramanera School of 

Nepal）。

21至30日，慈濟陸續捐助尼泊爾國家洗腎中心（NKC）、塔博
靖協會、加德滿都大學附屬杜利克爾醫院（Dhulikhel Hospital-

Kathmandu University）等機構，亦針對古達瓦力鎮（Godawari）、
卡卡尼鎮（Kakani）、杜博卡利鎮（Dudhpokhari）等地，致送口
罩、製氧機、血氧計等物資。
加德滿都谷地地區為新冠肺炎的重災區，尼國政府自4月29日起
實施封禁措施，至6月下旬疫情改善，逐漸開放行動管制。本土
志工於7、17日先後為巴格馬蒂省（Bagmati）沙提黑村（Sathikhel 

Village）的潘達孤兒院（Phenday Care Children's Home），以及托
克哈瓦（Tokha）的帕比塔孤兒院（Pabitra Samaj Sewa），提供大
米、扁豆、奶粉、食用油等約一個月份糧食，紓解缺糧困境。

慈濟捐助加德滿都「阿南

達古蹄社區隔離中心」，

由本土志工馬坤達（左

三）代表將製氧機等物

資，移交該中心。圖片／

慈濟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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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此外，慈濟基金會也分別與尼泊爾足跡（Track Nepal）、天華佛
學會（Byoma Kusuma Buddhadharma Sangha）等組織合作，26日起
在首都加德滿都及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山區，展開糧食紓困發放。

 ◆ 2021.06.03 印度新冠肺炎新增確診人數雖呈現下降趨勢，然而6月上旬的
七天平均值仍逾十萬人，疫情依然嚴峻。慈濟基金會醫療物資
援助，於3至16日捐贈製氧機予天主教靈醫會（Camillians）、
阿羅枷基金會（Arogya Foundation）、印度國際佛教聯合會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federation）、聖文化大學（Dev 

Sanskriti Vishwavidyalaya）等組織，並在靈醫會巴必爾神父協助
下，捐助卡納塔卡省（Karnataka）五百臺製氧機。
隨著疫情趨緩，各地陸續解封，慈濟基金會再度與其他慈善
機構合作，進行紓困發放，4日與印度喬爾基金會（Geo India 

Foundation）合作，分別在北部新德里（New Delhi）、南部清奈
（Chennai）進行熱食發放，為六家醫院病患、醫護人員及貧困
家庭，於每日早晚各提供一千份餐盒；6日透過靈醫會，於喀拉
拉省（Kerala）發放六千份糧食包，援助受疫情影響的困難家庭
及貧民。

慈濟結合尼泊爾足跡、天

華佛學會等組織，在加德

滿都一帶及山區進行紓困

發放。因雨季道路泥濘難

行，志工設法排除障礙，

將物資送進山區。圖片／

慈濟花蓮本會提供

慈濟基金會援助印度抗

疫，在天主教靈醫會巴必

爾神父（前左）協助之

下，完成製氧機清關手

續，並轉交給卡納塔卡省

政府。圖片／印度靈醫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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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來，慈濟在印度進行紓困援助，也在當地結下善緣，接
引出本土志工士楊、格里士（Girish Shenoy）等人投入。在比哈
爾省（Bihar）菩提迦耶（Bodhgaya），由士楊協助統籌相關事
宜，12、13日為貧困居民發放生活物資，包括麵粉、大米、扁
豆、馬鈴薯等，幫助約三百七十戶。在卡納塔卡省班加羅爾巿
（Bengaluru）則有格里士承擔，26日為出租車司機及弱勢家庭發
放糧食，共一百戶受益。

 ◆  2021.06.04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各醫療院所投入救治，醫療物資需求量
大。慈濟基金會分別接獲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國防部三軍總醫
院來訊求援，於本日寄出N95口罩二百個，以及隔離衣、髮帽各
五百個予豐原醫院，另寄出N95口罩二千個予三軍總醫院。

 ◆ 2021.06.04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各級學校實施「停課不停學」
措施，慈濟基金會攜手酷遊天公司（KKday）、桔豐科技公司
（jetfi），提供一萬五千個無線上網分享器予各縣巿教育局，幫
助弱勢家庭學童在家安心遠距學習；由慈濟租借兩個月，本日集
結分享器，7日進行配送。

 ◆ 2021.06.04 中央氣象局於6月3日23時發布輕颱彩雲颱風陸上警報，慈濟基金
會於4日9時成立「彩雲颱風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啟動全臺防
備災行動；5日上午8時撤站。

 ◆ 2021.06.04 慈濟基金會致送四百三十份安心祝福包予臺東縣政府，關懷居家
隔離及檢疫者；另，致送鐵路警察局花蓮分局三百個防護面罩、
五百雙PVC手套，提供第一線工作人員防疫使用。

 ◆ 2021.06.04 印尼萬隆縣（Bandung）索羅干鎮（Solokan Jeruk）博瓊柯西村
（Bojong Kesik）芝松加拉河（Cisunggalah），於1日潰堤，致民
宅遭大水淹沒。慈濟志工4日前往發放大米、棉被、衣物、口罩
及盥洗用具。

慈濟與印度喬爾基金會合

作進行熱食發放，由喬爾

基金會負責製作餐食，並

發放給醫院病患、醫護人

員及貧困家庭。圖片／喬

爾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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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04 馬來西亞南部的馬六甲、森美蘭、柔佛三州，新冠肺炎疫情升

溫。馬六甲州政府因應確診人數攀升，於5月下旬在馬六甲國際
貿易中心，設立低風險病患隔離及治療中心。慈濟馬六甲分會於
6月4日、7月17日陸續捐贈輪椅、血壓計及推車等醫療器材，協
助紓解該中心設備不足困境。在此期間紓困發放持續進行，志工
於24日前往馬六甲流浪漢中心、武吉峇魯殘智障院及孤兒院，致
送糧食及日用品，26、27日為十五戶困難家庭送上大米、食用油
等物資。
在森美蘭州，慈濟芙蓉聯絡處接獲福利部來電，請求為隔離中
心提供物資援助。志工於11日分別前往阿敏奴丁巴其隔離中心
（Pusat Kuarantin Institut Aminuddin Baki Enstek)、汝來阿卡匹隔離
中心 （Pusat Stesen Kuaratin Akept 3 Nilai）、波德申工藝學院隔
離營（PKRC Politeknik Port Dickson），致送餅乾、礦泉水，及
肥皂粉、肥皂、牙刷等日用品。
柔佛州確診人數以新山市為最多，慈濟新山支會於16、21日，陸
續捐贈生命監護儀、心臟除顫器及N95口罩，予新山中央醫院，
協助提升醫療量能，並於23日致送四百份安心祝福包，為醫護人
員打氣加油。另外，居鑾慈濟志工接獲明吉摩區州議員辦公室通
報，得知設置在居鑾內陸稅收局的疫苗接種中心，輪椅數量不
足，於是將環保站回收而來的輪椅妥善整理後，28日送至接種中
心，提供給行動不便的民眾使用。

 ◆ 2021.06.04 柬埔寨慈濟志工於4、5日先後前往磅清揚省（K a m p o n g 

Chhnang）磅德拉縣轉診醫院（Kampong Tralach Referral 

Hospital），以及茶膠省泰格巴縣立轉診醫院（Prey Kabas Referral 

Hospital），致送手套、口罩及酒精等防疫物資，另捐贈淨斯多

慈濟馬來西亞新山支

會第二次捐助新山中

央醫院，致送十臺血

氧血壓監護儀，用以

救 治 新 冠 肺 炎 症 病

患。攝影／陳志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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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福慧床、血氧機、血壓機等設備，予泰格巴縣立轉診醫院。
13日則前往金邊巿雷西郊區（Khan Russey Keo）一處穆斯林社
區，為貧困家庭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致贈大米、食用
油、麵條與防疫物資，幫助一百二十八戶。

 ◆ 2021.06.05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不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推動
COVID-19疫苗大規模接種作業。慈濟基金會本日防疫協調總指
揮中心會議，決議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因應各縣巿政府、區公所
等需求，提供靜思堂、園區等場地作為政府疫苗施打地點。

 ◆ 2021.06.05 慈濟基金會接獲臺北巿政府請求，提供六千份安心祝福包予居家
隔離及檢疫民眾使用。此任務由臺北分會職工承接，即日起至10

日進行打包作業，於8、11日分兩批送交巿府；另考量民眾無法
外出，在與社會處討論後，每戶多送三公斤白米，助其暫度生活
不便。

 ◆ 2021.06.05 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蔡甸區5月14日發生龍捲風，造成房屋受
損與人員傷亡，16日慈濟志工前往奓山街道祝家村、新集村勘
災，並接獲當地村幹部提報一百一十七戶受災困難家庭。6月5日
慈濟志工偕同村幹部走訪困難家庭關懷，並評估後續援助方式。

 ◆ 2021.06.06 慈濟澳洲柏斯聯絡處志工前往北安普敦鎮（Northampton），發
放祝福金、環保毛毯及祝福袋，關懷四十一戶熱帶氣旋塞洛亞
（Seroja）受災家庭。另，不克到場者以支票匯款方式辦理，截
至20日，共二十三戶家庭受益。

 ◆ 2021.06.06 慈濟基金會因應苗栗、彰化、宜蘭縣政府需求，擬提供淨斯香積
麵一百五十箱、鹹粥七百袋、香積飯二百三十袋、蔬食糙米鹹粥
補充包一百三十包、鮮菇芋香米粉一百三十箱等，提供防疫人員
補充體力。本日，防疫會議通過，物資後續寄出。

 ◆ 2021.06.07 慈濟基金會接獲臺中慈濟醫院聯繫，因應支持苗栗縣衛生局篩檢
站急需快篩試劑，遂於6月7日緊急撥補「威創（VTrust）新型冠
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二千劑予臺中慈院、三千劑予智邦科
技公司；另送出三百份安心祝福包予臺北巿政府萬華篩檢站。

 ◆ 2021.06.07 慈濟基金會接獲高雄巿政府請求，於榮民總醫院、長庚紀念醫
院、路竹區老人活動中心、美濃菸葉輔導站各建置一座篩檢組合
屋，提升社區新冠肺炎篩檢量能，本日動工。

 ◆ 2021.06.07 慈濟基金會接獲臺東縣政府及兩家慈院需求，分別於7日在臺東
縣公教會館前廣場、8日在關山鎮衛生所、9日在玉里慈濟醫院，



276

55
各搭設一座篩檢組合屋，均於翌日完工，投入社區新冠肺炎篩檢
使用。

 ◆ 2021.06.07 慈濟基金會接獲新竹巿政府請求，於香山區搭建一座篩檢組合
屋，提升新冠肺炎篩檢量能，本日完工，9日啟用。

 ◆ 2021.06.07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不止，苗栗縣傳出移工群聚，新竹巿政府
極力防堵疫情蔓延。慈濟基金會接獲新竹巿政府請求，本日緊
急提供「威創（VTrust）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五千
劑、防護衣二千件、隔離衣一千件、防護面罩及橡膠手套各一萬
個，協助巿府防疫工作。

 ◆ 2021.06.07 慈濟泰國分會捐贈二百張淨斯多功能福慧床，予北欖府（Samut 

Prakan）帕巴登縣政府（Phra Pradaeng），用於方艙醫院及新冠
肺炎疫苗接種點，日後則移作當地急難援助的備用物資。21日致
送五百份生活物資，予暖武里府（Nonthaburi）邦格雷縣（Bang 

Kruai）白邦鎮（Plaibang），援助受疫情影響生計的居民，其中
一百份轉送當地寺院（Hu Chang Temple），由居民協助煮食，
為隔離中心病患供餐。

 ◆ 2021.06.07 慈濟基金會本年援助寮國的第二、三批防疫物資，包括十萬
個醫療口罩、五千四百個防護口罩，及三百張折疊床，於7、
30日由當地慈濟志工陳正輝等人代表，將物資贈予占巴塞省
（Champasak）衛生廳。其中折疊床由印尼實業家捐贈。

 ◆ 2021.06.07 智利聖地牙哥撒瑪利塔諾老人養護中心（Centro Samaritano），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物資募集不易。慈濟志工再度接獲院方求助
訊息，本日前往捐贈食糧以支援熱食供應，另送上二手衣物。

 ◆ 2021.06.07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未平息，全國三級警戒延長。慈濟基金會關懷
第一線執勤的警消人員，本日捐贈「淨斯本草飲」沖泡包及濃縮

慈濟泰國分會捐贈淨斯多

功能福慧床，予北欖府帕

巴登縣政府。慈濟志工現

場為縣府人員示範各種用

法。攝影／王貞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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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予內政部警政署、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等
警政單位。

 ◆ 2021.06.08 慈濟基金會接獲臺大醫院新冠肺炎重症專責病房護理師請求，緊
急提供十箱福慧珍粥，供病房患者、護理師半夜充飢。

 ◆ 2021.06.08 慈濟基金會接獲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求助，本日捐贈醫用口罩、
乳膠手套及漂白水，幫助其進行新冠肺炎防疫工作。

 ◆ 2021.06.08 慈濟基金會接獲臺中巿政府社會局請求，提供三百份「防疫物資
包」，內含口罩、乾洗手、肥皂、福慧珍粥等十一項物資，關心
街友健康，也提醒他們做好防疫工作。

 ◆ 2021.06.08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嚴峻，醫療物資需求大，慈濟基金會緊急採
購三百一十臺製氧機，擬以疫情嚴重的雙北為主要援助對象。
本日，致送三十臺予新北巿政府衛生局、二十臺予臺北巿政府
衛生局。

 ◆ 2021.06.08 慈濟莫三比克聯絡點於中部索法拉省（Sofala），啟動愛滋孩童
五穀粉營養補助計畫，由地方醫院提供營養不良的愛滋病童名
單，經志工家訪後，每月提供每戶家庭二十公斤大米及八公斤五
穀粉，為期三個月。

 ◆ 2021.06.09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5月中旬後逐日緊繃，單日確診人數持續攀
升，慈濟美國達拉斯分會獲德州緊急災難管理中心，提供約五
萬三千件防護衣與隔離衣，協助臺灣因應抗疫需求。志工於6月
3日動員打包，進行物資品項分類與編碼、棧板貨物堆疊等裝載
工作；而當地時序已入盛夏，人員在高溫近攝氏四十度的倉庫作
業，各個汗水淋漓，衣著浸透，然憂心臺灣疫情，仍加緊處理步
伐，期能盡快將之送出。
達拉斯分會得以幸運取得這些醫療用品，係因德州緊急災難管

臺北慈濟醫院院長

趙有誠（左）代表

慈濟基金會，致送

淨斯本草飲予警政

單位，除手上拿著

的沖泡包外，另有

濃縮液。攝影／江

昆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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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心備存一批由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借放的防疫物
資，而美國疫情形勢於4月起漸緩，遂開放釋出；德州緊急災難
管理中心於是通知所屬會員評估所需，申請使用。達拉斯分會自
2006年起即為中心會員之一，和政府及民間組織合作，參與多項
急難救災服務，相互交流、支援救援物資；分會遙知臺灣爆發社
區感染，疫情走勢急轉直下，在與花蓮本會確認所需項目後，旋
即向該中心提請，以馳援臺灣。

達拉斯分會除獲物資捐贈幫助外，更得到僑務委員陳世修，以及
陽明海運公司的助緣⸺因分會沒有倉儲空間，無法應付整理
大量物品，陳僑務委員便慷慨提供倉庫，讓志工使用；而陽明海
運休士頓分公司資深副總經理羅振雄，也熱心支援三個四十呎貨
櫃，並贊助航運免費配送，一同為臺灣抗疫行動共襄盛舉。
6月9日，志工進行第二次防疫物資打包，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清晨5時30分即率團驅車北上達拉斯倉儲
地點，向整理貨物的志工加油打氣，也致辭感謝達拉斯分會積
極洽得防疫物資，還有陳僑務委員、陽明海運合心促成捐贈行
動，運送回臺的義舉。當日，分會執行長凌源良與羅處長共同
完成封櫃啟運儀式，預計於7月初運抵臺灣，再分送給有需要的
醫療院所。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美

國慈濟志工緊急調集防疫物

資，並動員打包裝櫃，期能

儘速運抵臺灣，支援一線防

疫人員。攝影／吳怡萱

美國慈濟志工協助打包約五

萬三千件防疫物資，由陽明

海運公司支援運送回臺；駐

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處長羅復文（右）參與封櫃

儀式。攝影／吳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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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09 印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慈濟印尼分會獲中亞銀行（PT. 

Bank Central Asia Tbk）委託，將其捐贈七千餘個N95醫療口罩，
分送至有需要的醫院。

 ◆ 2021.06.09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自7日起，製作逾二千二百顆素粽，9日志工偕
同福鼎市醫院七位副院長、醫務人員及社工，分組前往福建省福
鼎市古城、富民、百勝新院區，共一百一十個科室、部門，關懷
醫護人員並送上端午祝福。

 ◆ 2021.06.09 莫三比克2019年遭伊代氣旋重創，慈濟基金會計劃援建二十三所
學校及四座大愛村，本日為第一所援建學校⸺貝拉市天主教大
學禮堂，舉行落成典禮。

 ◆ 2021.06.10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慈濟基金會接獲臺南巿政府請求，在新
化體育公園、松柏育樂中心各搭建一座篩檢站組合屋，以提升當
地篩檢量能。5月28日動工施作，月底相繼完工；本日，舉行捐
贈儀式。

 ◆ 2021.06.10 苗栗傳出移工群聚感染新冠肺炎，慈濟基金會接獲苗栗縣政府請
求，於竹南鎮運動公園搭建一座篩檢站組合屋，以提升當地篩檢
量能，本日動工施作，11日完工。

 ◆ 2021.06.10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時逢端午連假將至，慈濟基金會致贈臺
灣鐵路局六千三百片防護面罩，提供各地站務員、列車長、隨
車工作人員等防疫使用；另，贈送三百五十片防護面罩、五百

慈濟基金會協助莫三比克貝

拉市天主教大學，修繕在伊

代氣旋中毀損的禮堂。落成

典禮上，神父帶領眾人一同

祈禱。圖片／慈濟莫三比克

聯絡點提供

慈濟捐贈防護面罩，增強臺

鐵人員防疫設備，讓其值勤

時更加安心於工作崗位。攝

影／王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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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PVC手套予花蓮火車站。本土疫情5月爆發後，除高雄慈濟志
工趕製簡易型防護面罩外，慈濟基金會也火速向多家廠商採購防
護面罩，在第一時間提供各方防疫需求使用。

 ◆ 2021.06.10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獲瑪塔克斯昆特拉市府（Mataquescuintla）
提報，二百一十五戶居住於鐵皮屋、受風災重創的弱勢家庭，需
建材重建家園，本日志工在警察、市府人員的引導陪伴下，分組
前往三十六個村落訪視關懷，了解需求，並致送餅乾、醫療口罩
等物資。

 ◆ 2021.06.11 慈濟基金會與基隆巿政府合作，於暑假7、8月，為該巿
二千一百三十一位弱勢學童家庭，每月配送一次「安心生活箱
（安心寶飽箱）」及「健康蔬果箱」，讓學生防疫期間在飲食上
無後顧之憂。本日，雙方舉行線上記者會。

 ◆ 2021.06.11 苗栗縣頭份巿慈濟志工前往為恭紀念醫院、重光醫院，共致贈防
護面罩五百片、防護衣一百件、隔離衣四百件、淨斯豆漿粉四百
份，提升醫療人員防疫量能，也讓他們補足體力。

 ◆ 2021.06.11 慈濟南投草屯聯絡處志工前往警察局草屯分局和上林、草屯、中
正、復興、新光、豐城及雙冬七個派出所，以及四個消防分隊，
致送蘋果及香積麵，感恩警消人員連日防疫辛勞。

 ◆ 2021.06.11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參與衛生部全國新冠肺炎免疫計畫，提供
吉隆坡靜思堂作為疫苗接種中心，於本日試行，自7月起每日提
供服務。週末由慈濟人醫會承擔接種工作。

 ◆ 2021.06.11 莫三比克馬普托（Maputo）慈濟志工進行寒冬送暖，前往市區為
街友發放熱食，並分送由美國大使館捐贈的衣物及鞋子。馬普托
志工自2017年起，於每週五進行街頭熱食發放。

 ◆ 2021.06.12 花蓮縣連日傳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慈濟基金會接獲花蓮縣政府
請求，捐贈「威創（VTrust）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
及N95口罩各五千個，協助防疫工作。

 ◆ 2021.06.12 慈濟基金會捐贈五十臺製氧機及一萬五千劑「威創（VTrust）新
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予臺北慈濟醫院、臺北巿聯合醫
院及臺南巿政府，為醫院醫治新冠肺炎患者、地方快篩防疫增添
量能。

 ◆ 2021.06.12 斯里蘭卡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自4月中旬起急遽增加，醫療資源吃
緊。慈濟基金會12日捐贈口罩、乾洗手液，予漢班托塔政府秘書
辦公室及衛生部。另致送一百臺製氧機、五百臺血氧機及二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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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導管，予該國衛生部，16日由衛生部長萬尼阿拉齊（Pavithra 

Wanniarachchi）等人代表接收。

 ◆ 2021.06.12 加拿大渥太華慈濟志工，定期參與渥太華食物銀行（Ottawa Food 

Bank）愛心農場計畫活動，進行蔬果採收等農作栽植，本日邀約
六位社區志工一同前往，協助摘除菜園雜草。

 ◆ 2021.06.13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政府展開大規模疫苗接種工作。慈濟基
金會配合政府措施，出借新北巿、彰化、嘉義巿、臺南巿、高雄
巿、屏東縣、花蓮縣、臺東縣等地靜思堂或會所，作為縣巿政府
衛生局指定疫苗接種站；其中，慈濟臺南善化聯絡處本日開始運
作，其他地點陸續運作。同時，提供淨斯豆漿粉、福慧珍粥等，
與接種疫苗民眾結緣，並提醒人人補充水份與營養，隨時留意身
體變化。

 ◆ 2021.06.13 臺灣展開大規模疫苗接種工作，以遏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慈濟
基金會11日接獲臺北巿政府訊息，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承接該區
民眾疫苗施打，擬於臺北市網球中心設置大型疫苗接種站，請求
支援二十頂帳篷，並於12日慈濟防疫協調總指揮中心會議提案通
過，當天總務處職工在政府與院方人員陪同下，前往網球中心場
勘丈量、確認動線等，13日進行搭設。

斯里蘭卡慈濟辦事處

聯 絡 人 阿 羅 沙 （ 左

一）等人，將製氧機

等醫療物資送至該國

衛生部，由部長萬尼

阿拉齊（右二）代表

接受。圖片／斯里蘭

卡慈濟辦事處提供

北區慈濟志工於臺北

市網球中心，協助搭

設臺北巿新冠肺炎疫

苗接種站。攝影／丁

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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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設當天，慈濟總務處職工偕同志工，分三條動線結集物資，長
桌、高腳甜甜椅、點心椅及帳篷用水溝條等，由板橋總務股職工
張明哲團隊負責；二十頂帳篷組，由志工蔡明鴻、洪天銘負責，
自桃園八德靜思堂運往內湖；十五只工業風扇，由志工林福全負
責從三重載往支援，供醫護工作人員使用。另外，帳篷內照明設
備，由志工林福全的水電組團隊承擔，包括拉線、供電、安全
等。其中，桌椅部份，原先考量使用淨斯多功能福慧桌椅，但
經場勘，且與院方團隊副院長何景良、醫勤室主任計慶賢等討論
後，改採長椅及高腳甜甜椅更符合現場需求。
6月24日，慈濟基金會再度接獲臺北巿政府請求，期能在網球中
心加設帳篷，避免長輩與家屬頂著烈陽排隊之苦。慈濟團隊獲訊
後前往場勘，重新與院方團隊確認動線、帳篷搭設位置等，並從
萬華靜思堂、東區聯絡處調集十六頂帳篷組，7月4日委請志工蔡
明鴻團隊協助搭建。同時，也在中度颱風烟花逼近時，啟動防颱
備災機制，志工團隊趕赴網球中心，將每頂帳篷帆布帳頂捲收綑
牢，以防強風，確保安全。所有搭設之帳篷、各項物資，提供到
疫苗接種站撤站為止。

 ◆ 2021.06.13 慈濟澳洲黃金海岸聯絡處於伊普市進行冬令發放，為一百戶送上
生活物資。

 ◆ 2021.06.13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2018年底，獲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東門街道
辦事處邀請，開展街友關愛行動，定期提供義剪、行動沐浴車服
務及生活物資。6月13、17、19日，志工接獲東門街道辦事處通
知，協助街友前往定點進行新冠肺炎核酸檢測，並致送食品與防
疫物資，關懷他們的健康。

中 度 颱 風烟花 逼

近，北區慈濟志工

啟動防颱準備，將

帳篷帆布帳頂捲收

綑牢，以防強風，

確保安全。攝影／

丁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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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14 慈濟香港分會與婦女團體賢毅社合作，於粉嶺祥華邨為弱勢長者
發放安心祝福包，共送出三百份。

 ◆ 2021.06.15 慈濟基金會捐贈三萬劑「威創（VTrust）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
檢驗試劑」予新北巿政府衛生局，伸援地方快篩防疫量能。

 ◆ 2021.06.15 慈濟基金會致贈「安心生活箱」，關懷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弱
勢家庭。一百三十一箱提供關山慈濟醫院，照顧該院長照系統服
務的獨居長者、兩老相依家庭；三十五箱寄予花蓮卓溪鄉崙山
村，幫助部落弱勢長者。物資均委託物流公司送出，另外白米由
廠商直接配送。

 ◆ 2021.06.15 慈濟基金會即日起至25日，每日贈送近六百個素食餐盒給警政
署、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士林分局等九個警政單位，感恩警
察人員辛勞，也祝福他們警察節愉快。

 ◆ 2021.06.15 慈濟基金會關心臺灣各地矯正機關防疫需求，由宗教處普查確
認，並於2日防疫協調總指揮中心會議提案通過，截至本日共送
出四萬兩千隻PVC手套、七千五百三十個防護面罩及四百五十件
隔離衣，幫助新北巿、桃園巿、新竹縣、新竹巿、彰化縣、臺中
巿、臺南巿、高雄巿、花蓮縣等地共十七所監獄、看守所等。

 ◆ 2021.06.16 慈濟基金會接獲花蓮縣政府社會局請求，本日送出一百七十箱安
心生活箱，幫助縣內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中低收入戶、弱勢孩
童家庭；另有五公斤裝白米，計三百四十包。

 ◆ 2021.06.16 臺灣新冠肺炎本土疫情自5月中旬蔓延，醫療物資需求量大，高
雄慈濟志工臨危受命，遵循三級警戒規範，分批在家與靜思堂趕
製防護面罩。自春節累計迄今，動員九百六十一人次，每日產能
二千至三千五百片，截至7月25日完成十三萬八百零七片，提供
醫療、警消等第一線防疫使用。

客廳即工廠，高雄慈

濟志工嚴守三級防疫

不群聚，在自家趕製

防護面罩，半成品再

送 回 靜 思 堂 加 工 完

成。圖片／高雄分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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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慈濟志工自製簡易型防護面罩，溯源自2003年嚴重急性呼
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爆發，防疫面罩一罩難求，志工便
發揮巧思，運用回收泡棉、透明投影片、鬆緊帶、雙面膠等配
件，自製簡易防護面罩，提供醫院與消防隊員應急使用。這款
面罩雖不適用於隔離病房，但在一般病房與門診使用，能夠幫
助醫護人員、看護、病患家屬隔絕飛沫，降低感染機率。當
年，高雄完成四千個防護面罩，也製作了一萬五千件隔離衣，
提供慈濟醫院使用。

十七年後，新冠病毒來襲，高雄慈濟志工再度動員，自2020年
3月13日至4月20日投入二百五十人次，趕工製作簡易型防護面
罩，並改良其品質，改採PC板製成，耐磨、輕巧、包覆性佳，
並可重複使用。第一階段共完成二萬五千八百四十五片，分送各
家慈濟醫院、警察局，以及高雄榮總等多家醫院，並寄送二千片
至美國紐約。隨著6月疫情放緩，政府宣布境內相對解封，進入
「防疫新生活」階段，面罩需求量下減，暫停製作。
2021年1月中旬，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爆發院內群聚感染，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啟動部桃專案及清零計畫；高雄慈濟志工
接獲宗教處訊息，提出防護面罩需求，遂在春節期間緊急動員，
完成一萬一千片送予桃園巿政府防疫使用。未料5月爆發本土疫
情，全國提升至三級防疫警戒，雙北疫情最為嚴峻，高雄慈濟志
工立即將春節製作的庫存一千七百片，送到北部支援防疫。
志工劉國雄、王麗萍夫婦有意再開生產線、趕製面罩，但三級警
戒下，室內群聚不得超過五人，遂改兩段式進行。第一段，「客
廳即工廠」，志工在家完成鬆緊帶裁剪車邊、切割防護板、撕去

高雄慈濟志工致送防

護面罩到各家醫療院

所，贈予高雄巿立大

同醫院五百片面罩，

協助醫護防護。圖片

／高雄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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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板切割膜等三步驟；半成品送回高雄靜思堂組裝，由職工、
志工進行最後一步驟，包括穿鬆緊帶、黏海綿。完成品每十個裝
一袋，每五百個裝一箱，便利運載及計算。
雙北疫情嚴重之際，高雄慈濟志工每日以貨運方式，配送到新北
巿的慈濟臺北分會、三重志業園區，交由公傳處、總務處職工
轉贈送出；6月間，高雄疫情日漸緊張，團隊商議後，針對高雄
十四家醫院，分別贈送二百至五百片不等的面罩，另提供二千
片予高雄醫師公會，於快篩站使用。截至7月底，共送出十一萬
二千三百二十片，幫助各家慈濟醫院、高雄十八家醫院、北部五
家醫院、各地警政單位，也送到美國、日本、柬埔寨等地，協助
海外人醫會及志工進行防疫工作。

 ◆ 2021.06.16 馬來西亞吉打慈濟志工前往吉打慈濟洗腎中心，致送安心祝福
包，為護理師加油打氣。

 ◆ 2021.06.16 宏都拉斯布理薩慈濟志工發起熱食義賣活動，籌募購買農業資材
經費，在社區中開闢大愛農場，計劃將收成作物捐助貧困家庭，
自本日起展開種植。

 ◆ 2021.06.18 慈濟基金會接獲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花蓮分事務所
（花蓮家扶中心）請求，致贈六百四十五份安心祝福包及三萬
二千二百五十個口罩，關懷該中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頓失收
入的弱勢家庭。

 ◆ 2021.06.18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高雄慈濟志工為七家區域醫院、七家地
方醫院贈送自製防護面罩，計五千五百片。

 ◆ 2021.06.18 加拿大北多倫多慈濟志工長期關懷約克郡家暴婦女中心（Yellow 

Brick House），6月初志工透過海報得知機構有物資需求，旋即
聯繫窗口確認所需清單，本日前往捐贈三十套寢具，及尿布等衛
生清潔用品。

高雄慈濟志工致送防

護面罩到各家醫療院

所，並貼心提醒院方

人員，使用時需撕下

面罩上淡藍薄膜。圖

片／高雄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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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19 慈濟新加坡分會於19、26日舉辦兩場「Mentoring With Love⸺

用愛連線」線上課輔計畫歡樂感恩會，為第三期（3至6月）活動
劃下句點。該期共四十位慈青及慈青學長擔任課輔老師，陪伴
二十位照顧戶孩童學習、成長。

 ◆ 2021.06.19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依「聖潔之家愛心食堂（Hogar de paso 

Sagrada Familia）」需求，本日除送上每月贊助的烹飪食材外，
並提供七十五公斤餐間點心；另前往戒毒機構（Remar）持續關
懷，致送鮮蔬、麵條等食糧，及二千個醫療口罩、一百個布口
罩，供院民防疫使用。

 ◆ 2021.06.19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於上普恩特區（Puente Alto），進行新冠
肺炎疫期紓困發放，為學校、兒童之家，及熱食發放團體等弱勢
民眾，分送糧食等民生物資，共幫助四百戶。

 ◆ 2021.06.20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受聖馬利亞奇基穆拉市（Santa Mar ía 

Chiquimula）請求，援助當地山區赤貧家庭；本日志工前往該
市，為每戶發放十公斤大米，及環保毛毯、醫療口罩等民生物
資，共幫助八百戶。

 ◆ 2021.06.21 慈濟基金會接獲南投縣草屯鎮佑民醫院請求，捐贈隔離衣五百
件、防護面罩五百個、PVC手套與鞋套各一千雙，以及外科口罩
二千個。

 ◆ 2021.06.21 慈濟基金會持續關心臺灣新冠肺炎防疫工作，送出「威創
（VTrust）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一萬劑予臺北慈濟
醫院，各五千劑予臺中、大林慈濟醫院，以及三萬劑予苗栗縣政
府衛生局，協助提升社區篩檢量能。

 ◆ 2021.06.21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5月中旬爆發社區感染，以雙北地區最為嚴
峻。慈濟基金會持續關懷防疫工作，捐贈一萬個N95口罩、五千
件防護衣、一萬五千件隔離衣予新北巿政府，以及五千件防護
衣、一萬個防護面罩予臺北巿政府。

 ◆ 2021.06.21 慈濟基金會致贈急重症加護型呼吸器，協助醫療機構救治新冠肺
炎病人工作。本日送出十臺予臺北慈濟醫院，23日再送十臺予臺
北巿立聯合醫院。

 ◆ 2021.06.21 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市西郊20日深夜遭夾帶雷電暴雨，風速
每小時至少一百三十五英哩的龍捲風襲擊，受災區域包含
瑞柏市（Naperville）、伍德瑞基市（Woodridge）、達里恩
市（Darien）、伯爾里奇（Burr Ridge），以及唐納斯格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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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ers Grove）等地，造成至少六人受傷，約一百三十棟民宅
毀損，近三萬戶無電可用。
龍捲風在芝加哥人口密集的住宅區著陸，雖現身時間不長，卻
讓民眾心有餘悸。狂風蹂躪下，原本靜謐、蓊鬱的社區變得一
片狼藉，景象宛如被擰絞般慘烈⸺汽車朝天倒扣、變形扭
曲，樹木連根遭拔、斷枝遍布，住屋的牆面、房頂被掀翻地杳
然無蹤，一處民宅甚至被夷為平地；家園無法居住的民眾，只
能先暫時搬離。
慈濟芝加哥靜思堂距離災區僅約三分鐘車程，所幸並無災損；翌
日，志工旋即啟動急難救助關懷行動，著手進行勘災，並於26、
27日與其他慈善組織（COAD、紅十字會），共同參與重災區伍
德瑞基市災民資源中心的發放活動，依據災戶房屋受損程度，提
供現值卡及結緣品，以舒緩支出壓力，同時聆聽他們受創後頓覺
無助的傾訴。
災民斯托夫婦（Justin Storr and Erin Storr）滿心感動地說：「慈
濟不僅給了我們舒適的環保毛毯、茶、香積麵，還給了我們竹
筒。」表示自己也願意點滴累積善款，用回饋心參與這份愛心匯
聚的助人行動。

慈濟美國芝加哥分會參與

伍德瑞基市跨組織資源發

放活動，援助6月下旬受

龍捲風侵襲的災民。志工

緊握受難民眾的手，溫言

暖語，為她加油打氣。攝

影／馬樂

伊利諾州聯邦眾議員比爾．

佛斯特（左一）於發放現場

關心，慈濟芝加哥分會執行

長謝重輔（左二）、志工蔡

雅美師姊（右一）與其互動

交流。攝影／馬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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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卡及環保毛毯、香積飯、口罩等用品，希望這股誠心關懷的暖
流，能撫慰暫處人生低谷的災民心靈，提升重建家園的信心。而
志工與災民互動的暖心身影，也吸引伊利諾州聯邦眾議員比爾•
佛斯特（Bill Foster）於7月10日，特偕同秘書等人造訪芝加哥靜
思堂，進一步認識慈濟志業不分種族、宗教與國籍，致力回饋社
會的精神理念與行善足跡，並感恩志工無私為人群奉獻，更期待
未來有機會進行合作，在公益領域上共同為社區民眾服務。

 ◆ 2021.06.21 阿根廷慈濟志工首次於太陽與綠色無國界民間團體（Asociacion 

Sol Y Verde Sin Frontera）舉辦冬令發放，提供禦寒毛毯，及大
米、麵條、玉米粉等民生用品，予五十一戶貧困居民。該團體為
慈善組織，志工自1月起每月贊助食材，協助食堂運作。

 ◆ 2021.06.21 印尼萬隆、棉蘭慈濟志工結合印尼警察部隊，於21、23日先後在
西爪哇及北蘇門答臘進行疫期紓困，發放一萬二千五百份生活物
資。慈濟印尼分會29日則捐助北加西市政府，提供五十公噸大米
與十萬片醫療口罩，分送予在家隔離的新冠肺炎輕症患者。

 ◆ 2021.06.22 越南海陽市慈濟志工馳援北江省防疫紓困工作，於本日捐贈五千
件防護衣、五千瓶洗手液、一萬片N95口罩，以及一千箱素泡
麵、一千包調味料，由北江省紅十字會代表接受，後續分送至各
縣區。

 ◆ 2021.06.23 慈濟基金會擬購買五百萬劑輝瑞疫苗（BNT），為臺灣新冠肺炎
疫情緩解盡一分心力。本日，由執行長顏博文、副執行長何日
生、律師陳昱瑄等人，前往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遞交相關
文件。

慈濟基金會透過海內外慈濟志工多方管道，以及專家學者的共同
努力下，近日在疫苗採購來源上獲得初步的進展，預計購買德國
輝瑞原廠五百萬劑疫苗，本日依政府相關法規與作業流程提出輸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

（左一）在律師陳昱瑄

（左二）陪同下，至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遞

交疫苗申購相關文件。圖

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289

年
表
慈
善

入申請，後續將積極配合主管機關進行文件審核。
顏博文執行長表示，從臺灣疫情開始嚴重，慈濟陸續與主動或
被動有願意提供疫苗者洽談，及時足夠的疫苗是刻不容緩的議
題，採購是在與時間賽跑，因此，慈濟依循合法程序與完備文
件流程，期待盡快獲准購入疫苗給民眾施打，以協助政府與民
眾脫離疫情的陰霾，虔誠祈福臺灣早日恢復健康的生活與正常
的經濟活動。
慈濟基金會選擇輝瑞疫苗，基於以下三點理由：一、該疫苗是我
們目前所知最好的疫苗之一。二、該疫苗現行產能的供應比較
能夠符合我們緊急的需求。三、目前市面上唯一能施打在十二至
十七歲青少年的疫苗。
6月26日，證嚴上人與總統蔡英文進行視訊通話，表述採購疫苗
的用意，也期待府方協助促成此事；而蔡總統表達支持與感謝，
並保證行政部門會積極處理。27日，顏博文執行長接獲政府行政
部門來電，翌日趕赴臺北，與相關部會首長見面，商議慈濟疫苗
申購案相關事宜。

經雙方密集溝通後，7月1日政府決定依循鴻海與永齡基金會，以
及台積電的申請模式，成立慈濟採購捐贈疫苗專案，並參考上述
兩大專案的先行經驗與作法，接續共同推動疫苗捐贈事宜。獲得
政府立案同意後，慈濟旋即與復星實業公司接洽，並於同月21日
完成疫苗採購合約之簽訂手續，所購得的疫苗將全數捐給主管機
關做為臺灣民眾施打之用。

 ◆ 2021.06.23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持續支援公立醫院新冠肺炎防疫物資，
本日致送二萬個醫療口罩、一萬支手套，及一千件防護衣；
另捐贈一臺製氧機予聖奧古斯丁老人院（Hogar de Anciano San 

Agustin），以應院民臨時急用。

證嚴上人與總統蔡英文

視訊通話，表述採購疫

苗用意，盼府方協助促

成此事。圖片／慈濟基

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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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23 宏都拉斯聖荷西慈濟志工於2月24日至本日止，在社區共進行

十四場關懷行動，包含熱食發放、素食推廣、靜思語教學及環
境清潔等活動；期間亦在社區開闢大愛農場，於4月中旬展開整
地、種植，5月19日收成第一批農作，用於援助弱勢家庭。

 ◆ 2021.06.25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近日微幅上升，其中新北巿政府因應臺北農
產運銷公司群聚事件，擴大普篩，快篩試劑用量大增。慈濟基
金會捐贈五萬劑「威創（VTrust）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
劑」，協助防疫工作進行。

 ◆ 2021.06.25 慈濟基金會關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花蓮偏鄉部落，是日捐贈
五百四十七箱安心生活箱，關懷秀林鄉崇德部落；28日則送七十
箱安心生活箱及七十盒口罩，關心玉里鎮德武里長輩。

 ◆ 2021.06.25 慈濟基金會於不丹王國進行新冠肺炎抗疫援助，本日捐贈製氧
機、口罩及防護衣等防疫醫療物資，予首都汪楚克國家轉診醫院
（Jigme Dorji Wangchuck National Referral Hospital），由該院協助
將物資分送至全國二十個宗（縣），共三十一家醫院。此為慈濟
首度在不丹進行慈善援助，係透過不丹皇太后慈善基金會（The 

Gyalyum Charitable Trust）洽談相關事宜。

 ◆ 2021.06.26 印尼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政府實施行動管制。巴東慈濟志工於6

月26日至8月7日，每天準備約三百份熱食，發放給拾荒者、出租
車司機等生計受疫情影響的鄉親。

 ◆ 2021.06.26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26日於河北省石家莊市華新區開展「珍愛環
衛．美麗石家莊」行動，關懷二十位衛環工人的生活及健康情
形，並進行義剪與環保宣導。翌日，志工轉往平山縣西柏坡鎮西
溝村，進行入戶訪視，關懷長者生活，舉辦「振興鄉村．耆樂融
融」活動，為長者理髮、分享資源回收分類環境保護觀念，共
五十二位長者參與。

慈濟基金會援助不丹王國

抗疫，捐贈製氧機及防護

用品。捐贈儀式上，由藏

傳法師帶領，將一箱箱的

物資繫上白色哈達，祈願

疫情早日消弭。圖片／慈

濟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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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27 「讓愛重生」血液病專題分享會在中國大陸慈濟蘇州志業園區舉
辦，邀請陳霞愛心慈善基金會創始人暨理事長陳霞、蘇州大學附
屬第一醫院血液科主任醫師吳小津等人，共同探討白血病患及家
屬關懷議題。

 ◆ 2021.06.27 慈濟基金會發起「青年線上伴學趣」計畫，召募五百位大專生，
以工讀或志工身份，透過數位學習平臺陪伴弱勢學童學習，減緩
城鄉數位學習差距。本日舉辦第一次線上面試。

 ◆ 2021.06.27 瓜地馬拉慈濟志工本日於聖荷西•比奴拉市（San José Pinula），
為殘疾人士等弱勢民眾進行紓困發放，提供每戶十公斤大米、砂
糖、食用油，及毛毯等物資。慈濟自2012年起，於該市進行慈善
關懷，持續九年不輟，獲市長夫人頒贈感謝牌，由志工柯芬卿代
表接受。

 ◆ 2021.06.27 慈濟新加坡分會應政府人力部邀請，加入關懷客工行列，與健康
教室（Bhumi Lifestyle）、外勞作家協會等組織合作，展開「守
護客工心理健康」計畫，自本日起於每週日推出線上直播課程，
內容包含運動、詩歌欣賞、健康講座等。

 ◆ 2021.06.28 慈濟基金會接獲新竹縣五家長照機構請求，緊急送出七百五十件
防護衣、一千三百五十件防水隔離衣、八百七十個N95口罩及外
科口罩、PVC手套、護目鏡、防護面罩、鞋套、帽套、酒精等，
協助新冠肺炎防疫工作。

 ◆ 2021.06.28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正式啟動，率先
與基隆巿政府合作，本日送出三千四百箱安心生活箱（安心寶飽
箱）、一千六百四十箱健康蔬果箱，透過計程車業者逐一配送到
一千五百六十九戶弱勢家庭，讓其在防疫期間得以溫飽，且顧及
營養。

 ◆ 2021.06.30 慈濟基金會接獲臺北巿馬偕紀念醫院請求，是日致贈防護面罩、
隔離衣各四千件，馳援該院新冠肺炎防疫工作。

 ◆ 2021.06.30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本日相繼與
臺南巿政府、臺中巿政府合作，捐贈兩個月「安心生活箱」、
「健康蔬果箱」，幫助兩巿逾一萬三千戶弱勢學童家庭度過疫
情難關。

 ◆ 2021.06.30 美國亞利桑那州6月初發生電報山火（Telegraph Fire），火勢波
及多處民宅，民眾被迫撤離。鳳凰城慈濟志工於6月30日、7月1

日，進駐希拉縣（Gila County）邁阿密鎮（Miami）災民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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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關懷災民並為十一戶發放現值卡，及內含環保毛毯、口罩等
物資的愛心袋。

七月
 ◆ 2021.07.01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本日與宜蘭縣

政府合作，捐贈兩個月「安心生活箱」及「健康蔬果箱」，幫助
一千六百九十二戶弱勢家庭；其中蔬果、白米為宜蘭在地生產，
幫助當地產業，一起度過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難關。

 ◆ 2021.07.01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1、2日在臺南
慈濟中學及臺南分會等地，進行安心生活箱打包作業；市長黃偉
哲並於1日率教育局長鄭新輝等市府同仁共襄盛舉。

 ◆ 2021.07.01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6月29日高雄巿鳳山區一棟大樓傳出有
住戶確診，高雄市政府啟動相關防疫調查，緊急召回所有住戶約
一百五十人進行PCR採檢；同時，有感於屏東縣枋山鄉Delta群聚
事件，高屏往來密切，加上從流行疫情關聯性綜合研判，大樓恐
存在共同接觸感染的風險，於是清空所有住戶，全數送往防疫旅
館隔離。
慈濟基金會獲訊後，30日與高雄市政府聯繫表達關懷之意，並與
衛生局、觀光局、民政局等單位協調後，同意慈濟關懷防疫旅館
的居民。7月1日，慈濟動員職工暨高雄大愛幼兒園教師，齊心協
力打包一百四十七份安心祝福包，內含淨斯豆漿粉、薄餅乾、Q

苓膏軟糖等物資，以及證嚴上人慰問信；再由公傳處志工分送到

美國鳳凰城慈濟志工進駐邁阿密鎮災民服務中心，關

懷電報山火災民，發放現值卡等物資，同時聆聽災民

訴說受災經歷。圖片／慈濟美國鳳凰城聯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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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防疫旅館。
安心祝福包交由進駐旅館的區長、里長代表接受，委請他們逐一
送到住戶手中，傳達上人與全球慈濟人的一份祝福。公傳處志
工鄭楊慶表示，居民在匆促情況下入住防疫旅館，還要隔離十四
天，心裡難免不安，雖然安心祝福包物資不多，但希望能帶給居
民們安心的力量，也讓他們知道大家都在為他們加油打氣，相信
能平安度過這段時間。
該棟大樓累計兩戶家庭、五人確診，感染源來自仁武群聚案。
其餘居民在經歷十四天居家隔離，於13日接受高雄巿政府衛生
局PCR採檢，均為陰性，17日解除隔離，陸續搭車返家。

 ◆ 2021.07.01 慈濟紐西蘭分會響應奧克蘭南區彌多摩醫院基金會冬令物資募集
活動，本日捐贈二百條毛毯、四百打冬襪及四百套睡衣，幫助社
區貧困兒童及街友。

 ◆ 2021.07.01 馬來西亞吉打州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居林慈濟志工本日捐贈居林
中央醫院醫療器材，包含加護病床、急診推車、心電圖儀、空氣
淨化呼吸器、注射泵等，紓緩醫療資源緊缺情形。6日再度捐贈
二臺呼吸器、六十張淨斯多功能福慧床，以及提供蔬食午餐，關
懷醫護人員的健康。

高雄慈濟志工將安心祝福

包送到防疫旅館，由區

長莊秀美（右二）代表接

受，關懷被緊急隔離的大

樓住民。攝影／郭玫君

遵守防疫三級警戒，由慈

濟基金會職工負責安心

祝福包分裝與打包作業，

並一一放入證嚴上人慰問

信。攝影／潘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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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01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6月起再度實施全面行動管

制。慈濟馬六甲分會第三度啟動慈善紓困計畫，本日起開放專
線，接受通報及申請援助。志工亦主動聯絡慈濟照顧戶、助學
生，提供物資予需要紓困的家庭。專線電話在短短十幾天中，即
接獲逾二百件提報與求助訊息，經志工探詢評估後，趕緊為求助
者送上紓困金及物資，暫解燃眉之急，同時也傾聽他們的心聲，
適時給予鼓勵和關懷，安住他們的心。
慈濟志工接案後，除了關心求助者的需要，也應不同情況的家
庭，給予適切的援助。菜農蔡先生因行動管制令，菜園收成找不
到買家，經濟一時陷入困境，想起女兒曾在慈濟大愛幼兒園就
讀，因而撥打慈濟專線求助。慈濟志工翌日開始向他訂購蔬菜，
再分送給其他求援的民眾。讓蔡先生的蔬菜能銷售出去，又能幫
助其他困難家庭。蔡先生也向志工表示，自己身體健壯，還可以
工作賺錢，將慈濟紓困金留給其他更需要的人。

行動管制期間，學校停課轉為遠距教學，對於生活捉襟見肘的家
庭來說，已無能力為孩子添購在家學習需要的資訊設備。慈濟志
工向善心人士募集到二十五臺平板電腦及八組二手電腦，於24日
由慈濟青年會成員協助測試，及安裝線上課程所需的軟體後，陸
續提供給弱勢家庭的孩子使用。
另外，慈濟志工發放紓困金時，若發現須進一步接受治療的醫療
個案，亦會協助安排後續就醫，以避免病況惡化。

 ◆ 2021.07.02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是日與彰化縣
政府合作，共同舉辦線上記者會，攜手關懷該縣近九千五百戶弱
勢學生家庭。安心生活箱由慈濟打包提供，而健康蔬果箱，有別
於其他縣巿，改採提貨券方式，弱勢家庭可憑券到全聯福利中
心、楓康、喜美、好主婦等四大超市採買生鮮蔬果。

慈濟馬六甲分會推動慈善

紓困計畫，援助在疫情期

間經濟困難的家庭。慈濟

志工將生活物資、電腦，

送至個案家中。攝影／謝

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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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02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屏東縣傳出Delta變異株確診病例。慈
濟基金會6月29日再次接獲屏東縣政府來訊，因應枋山鄉擴大篩
檢，請求支援醫療防疫物資，立即送出三萬劑「威創（VTrust）
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二千件隔離衣；另，追加
四百份安心祝福包，本日送至縣政府民政處，關懷居家隔離者。

 ◆ 2021.07.02 莫三比克2019年3月遭熱帶氣旋伊代（Idai）重創，慈濟基金會
旋即在重災區索法拉省（Sofala）進行急難救助，為災民發放糧
食、生活用品，進一步提供建材、工具及種子，幫助災民重建家
園、復耕農地。在此同時，也展開援建永久屋的評估及規劃，由
於當地資源匱乏，之後又接連遭熱帶風暴夏朗（Chalane）及熱
帶氣旋埃洛伊斯（Eloise）的侵襲，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各地蔓延，因而影響援建案的推展。慈濟花蓮本會團隊透過視訊
連線，固定與莫三比克營建團隊開會，持續關懷援建案進度，其
中在雅瑪郡（Nhamatanda）庫拉地區（Cura）規劃的永久屋，於
本年6月下旬經政府單位與工程承包商共同完成工地會勘後，在7

月2日動工。
庫拉大愛村是慈濟基金會於莫三比克援建的首座大愛村，工程包
括一百七十五戶永久屋，以及職訓所、醫療所、派出所等公共設
施。永久屋設計分為8.85坪、12.75坪兩種規格，首期工程先各興
建一戶，及兩戶間的雙拼浴廁，確定施工方式與房屋實際的空間
樣貌符合設計，建築完成驗收後，自9月起全面動工，同時採以
工代賑方式，邀約居民一起參與重建，學習相關技能。

熱帶氣旋伊代重創莫三比克，慈濟啟動長期援助計畫，援建永久

屋及協助學校修繕或重建。雅瑪郡庫拉小學重建已近完工。圖片

／慈濟莫三比克聯絡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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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三比克援建計畫中除了四座大愛村，尚有二十三所學校須協助
修繕或重建，至2021年已啟動十八所學校工程，其中貝拉市天主
教大學禮堂修繕於本年6月落成移交，庫拉小學、格雷莎小學及
喬輕馬小學已近完工，其餘十四所工程則處於設計或招標階段。

 ◆ 2021.07.02 慈濟柬埔寨聯絡處致贈酒精、黃麵、蔬果及蛋糕等物資，予金邊
巿一家孤兒院，關心院內孩童及看護人員。

 ◆ 2021.07.02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疫情嚴峻，醫療系統量能吃緊。慈濟吉蘭丹
支會於2、11日捐贈醫療儀器予丹那美拉醫院（Hospital Tanah 

Merah），包括兩張ICU病床，也送上安心生活包為醫護人員加
油打氣。

 ◆ 2021.07.03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遽增，吉隆坡中央醫院病床需求增
加，慈濟雪隆分會捐助該院，包括五十張病床，及血氧儀、氧
氣調節器、注射泵、血壓計等醫療器材，本日先提供十四張病
床應急。

 ◆ 2021.07.03 中國大陸雲南省昆明市西山區一李姓慈濟照顧戶，6月30日因連
日大雨導致租屋處淹水，案家致電慈濟志工求援，翌日志工協助
排除積水及淤泥，並安排暫居旅館，本日為其清掃住所，以及送
上生活補助金。

 ◆ 2021.07.03 智利聖地牙哥為抑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持續實施封鎖措施，
弱勢民眾生活雪上加霜。慈濟志工經瑪麗亞路易莎公立小學
（Escuela Maria Luisa Sepulveda）教師提報，6月28日前往基利庫
拉市（Quilicura）貧民區訪視，本日為三十戶亟需糧食物資的特
困家庭舉辦冬令發放。

 ◆ 2021.07.04 慈濟基金會接獲新竹縣政府請求，緊急提供二萬劑「威創
（VTrust）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予該縣府衛生局，
協助地方提升篩檢量能。

 ◆ 2021.07.04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獲實業家捐贈逾十萬瓶洗手液，本日起陸續
轉送美西各地政府機關、醫療院所、社福單位，及社區居民，部
分則與其他防疫物資運往宏都拉斯，由當地慈濟志工協助分送。

 ◆ 2021.07.04 紐西蘭奧克蘭南區於6月19日遭龍捲風侵襲，逾一千戶居民受到
影響，其中約六十戶房屋嚴重損壞無法居住。慈濟紐西蘭分會展
開帕帕托伊托伊社區（Papatoetoe）急難救助專案，為災民發放
慰問金、毛毯等物資，本日於會所進行第一次發放，該專案執行
至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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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05 慈濟基金會捐贈五百箱安心生活箱，予桃園巿政府安家實物銀
行，共同關懷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弱勢家庭。

 ◆ 2021.07.05 慈濟基金會於7月5日至8月27日展開「青年線上伴學趣」計畫，
針對國小四到六年級及國中全年級生，提供每週一至三次的線上
伴學服務，一次九十分鐘為限，線上教材以「PaGamO」線上遊
戲學習平臺內容為主，搭配人文互動課程，內容含學科、跨領域
等素養教育，期能提升弱勢家庭學童閱讀素養，減緩疫情期間學
習落差。

 ◆ 2021.07.05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5、6日在花蓮
縣進行，由基金會總務處、宗教處、慈發處等職工承擔搬運物流
服務，共二千六百四十三箱安心生活箱分送十三個鄉鎮巿農會，
結合由農會提供的蔬果箱，由計程車公會直送弱勢學童家中。15

日，花蓮縣政府線上疫情說明記者會，縣長特予說明此計畫。

 ◆ 2021.07.05 慈濟基金會接獲臺中巿清水區公所請求，當地疫苗施打站急需
防疫物資，遂於本日送出五百件隔離衣、十盒乳膠手套及一千
片口罩。

 ◆ 2021.07.05 慈濟菲律賓分會與菲律賓華商總會等單位合作，於7月5日至8月
14日於志業園區設立新冠肺炎疫苗接種中心，服務逾一萬人次。

 ◆ 2021.07.05 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及吉隆坡，新冠肺炎疫情未見趨緩，每日新增
確診人數仍急遽增加，政府宣布兩地共十六區自7月3日起進行全
面封鎖，限制居民出入。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接獲吉隆坡社會
福利局通報，於5、6日共提供二千四百五十份生活物資，由福利
局代為分送斯里士馬勒人民组屋（PPR Seri Semarak）、熱水湖
新村人民組屋（PPR Kg. Baru Air Panas）、旺沙瑪珠第一區組屋
（Flat Sek1 Wangsa Maju）等八個社區。這些社區的居民大多數

慈濟雪隆分會啟動Food 

C a r e 社 區 關 懷 計 畫 。

來 自 砂 勞 越 州 的 錦 堡

（右）至太子園慈濟環

保站領取生活物資，紓

解因減薪面臨的經濟壓

力。攝影／顏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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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賺取日薪的工作者，無法外出工作，致家庭生計無著，有斷炊
之虞。
慈濟志工透過慈善專線，也接獲蕉賴區居民求援，於9、18、23

日先後在兩處組屋（Rajaswali Flat、Taman Desa Aman Flat），發
放大米等生活物資，幫助近二百戶，另經由會眾、市政局通報，
16日亦分別前往吉隆坡中華老人殘障福利家園及旺沙瑪珠第十區
組屋，致送生活物資。
馬來西亞自疫情爆發一年多來，政府多次進行行動管制，
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也持續增加。民間發起「白旗運動
（BenderaPutih）」，鼓勵面臨斷糧危機的民眾，在家門口掛上
白旗向外尋求協助，還有能力的民眾則盡量伸援，透過互助的方
式，幫助陷入困境的人度過難關。
慈濟雪隆分會有感於社區中需要食物援助的家庭愈來愈多，於是
啟動「Food Care社區關懷計畫」，缺糧居民可線上申請生活物
資，民眾亦可線上通報，發放地點設在雪隆地區逾四十個慈濟環
保站及共修處，方便求助者找到慈濟，領取所需的蔬果、大米及
乾糧等。首場服務於18日展開，截至8月30日共舉辦六場發放，
逾三萬二千八百戶受益。

 ◆ 2021.07.05 慈濟馬來西亞新山支會繼6月致送N95口罩等防疫物資，予班蘭
醫院（Hospital Sultan Ismail），於7月5、19日再捐贈心臟除顫
器、血氧血壓監護儀、電子影像喉頭鏡、便攜式兒科呼吸機、
兒科血氧血壓監護儀、祛黃疸藍光燈等醫療器材，以及防護手套
與N95口罩。

 ◆ 2021.07.05 慈濟基金會關懷中國大陸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喜德縣，偏鄉兒
童飲水問題，2020年9月慈濟志工前往四川省喜德縣政府，與相
關部門進行校園健康飲水計畫座談，並走訪冕山鎮新橋村中心校
等十一所中小學校園，勘查淨水設施情況。在喜德縣的鄉村學

慈濟基金會在喜德縣展開

校園健康飲水計畫，不只

為學校裝設飲水設備，也

透過戲劇、自編兒歌等，

向小朋友們傳遞健康飲水

知識。攝影／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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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大多數的學生來自周圍的彞族村落，有些孩子從小就在學校
住宿，日常清潔、盥洗乃至飲用水，都是源自山泉水，而遇到雨
季或是大雨來襲時，水質較差且容易有泥沙沉澱，若長期直接生
飲，容易對健康造成影響。

為協助學童能有乾淨衛生的溫開水飲用，2021年5月19、20日，
志工再度前往喜德縣進行實地勘查，走訪十四所中小學，了解學
校的飲水狀況，評估設備安裝地點，並與當地領導溝通飲水設備
捐贈事宜，以及簽署捐贈協議，第一批將捐贈依茲覺中心小學、
且托鄉中心校、則約鄉中心小學校、羊媽媽希望小學、文瀚小學
等五所學校。
慈濟志工與飲水設備安裝團隊，6月30日至7月2日陸續前往五所
學校安裝飲水機，由於當地縣城沒有貨運公司，工作人員以當地
三輪車，一一把飲水設備從縣城載運到學校。飲水機本身就有過
濾設備，考量山區水質不穩定，增加前置過濾系統，並將出水溫
度設定為攝氏三十五度，能立即飲用也保障學童安全。
設備安裝完成後，於5、6日舉行校園健康飲水計畫啟動儀式，志
工透過自編兒歌、話劇等方式，向學童宣導健康飲水等衛生教育
觀念。此外，志工在勘查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孩子沒有自己的水

慈濟志工為每一位學童

送上專屬個人水杯，希

望孩子多喝溫開水、愛

上喝水，養成健康好習

慣。同學們高舉手中的杯

子，齊聲大喊「我們愛喝

水！」。攝影／邊靜

慈濟志工教導學童如何使

用飲水機，並安排每班

兩位同學擔任「淨水守護

小星星」，督促同學們喝

水的同時，也維護飲水設

備。攝影／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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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時常使用飯碗、礦泉水瓶，或是直接在水龍頭喝水，因而準
備了一千六百四十八個水杯，並貼有學童的姓名，方便裝水及養
成飲用溫開水的健康習慣。

 ◆ 2021.07.06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在雲林縣開跑，
安心生活箱由慈濟職工及志工分流打包，健康蔬果箱由縣府與斗
南鎮農會合作，採購當地蔬果連夜裝箱，並透過臺灣大車隊送貨
到府，照顧二千一百三十二戶家庭。

 ◆ 2021.07.06 荷屬聖馬丁慈濟志工持續援助聖文森及格瑞那丁（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4月火山爆發受災民眾，繼5月初委由當地社
區志工完成第一梯次發放後，第二梯次分別於5月19日及6月9日
進行；另再次接獲當地教會物資需求訊息，於6月29日至本日
止，進行第三梯次發放，提供沙拉油、麵粉、糙米等民生用品，
近一千五百戶受益。

 ◆ 2021.07.07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省（Buenos Aires）慕尼斯醫院（Hospital 

Municipal F.J.Muniz），承擔新冠肺炎患者收治暨疫苗施打工作，
向慈濟請求援助物資。慈濟志工本日捐贈三十個特殊防護面罩，
及三臺二手筆電，協助醫護人員對抗疫情。

 ◆ 2021.07.07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激增，慈濟芙蓉聯絡處兩度
接獲福利部請求援助，於7、30日前往汝來室內體育館，致送食
品、日用品等物資，提供低風險隔離及治療中心的病患、醫護及
工作人員使用；13、22日陸續致送病床、輪椅、加護病房氧氣呼
吸輔助器、高流量鼻導管、血氧機等醫療器材，援助芙蓉中央醫
院（Hospital Tuanku Ja'afar Seremban）。

 ◆ 2021.07.07 慈濟馬來西亞新山支會於6月間兩度捐贈醫療物資予新山中央醫
院，7月7、19日再添贈呼吸器、高流量氧氣鼻導管、心電圖監護
儀、病人轉運急診推車，以及丁晴防護手套、N95口罩等。

 ◆ 2021.07.07 莫三比克索法拉省雅瑪郡（Nhamatanda）慈濟本土志工，於梅圖
希拉（Metuchira）開闢大愛農場，本日將收成的蔬菜，分送給社
區的貧病孤老等弱勢家庭。

 ◆ 2021.07.07 印尼齋戒月期間人流往來密切，致新冠肺炎疫情急遽升溫，至6

月底每日新增確診人數超過二萬人，包括首都雅加達在內，多個
疫情熱區的醫療量能嚴重超載。慈濟印尼分會捐贈一千五百張病
床，予雅加達省政府，提供各個隔離中心使用，於7日舉辦線上
交接儀式。另外，政府為控制疫情，加速疫苗接種計畫，在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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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廣設接種站，慈濟也全力支援，與印尼國軍（TNI）合作，
於7至9日、12至16日、19至24日在雅加達金卡蓮的慈濟大愛學
校，設置大型疫苗接種中心。
慈濟印尼分會自2020年疫情爆發後，已兩度結合實業家，為貧困
家庭發放大米及防疫物資，惟疫情仍未解除，貧困家庭生活依舊
困難，於是第三度與實業家合作，啟動募心募款，擬為七百萬戶
弱勢民眾發放三萬五千噸大米，並購買製氧機、藥物等，捐助醫
療院所。23日與政府單位、實業家代表於雅加達靜思堂共同舉行
物資交接儀式，希望拋磚引玉，鼓勵更多人加入，讓愛更擴大，
並正式展開發放。
隨著確診人數大幅攀升，醫院病床爆滿，氧氣供應也面臨短缺
危機。慈濟花蓮本會緊急採購五千臺製氧機，馳援印尼抗疫，
首批五百臺24日先以包機方式送往雅加達，27日由慈濟印尼分
會交接給印尼總統府秘書處，再分送給雅加達中央醫院（RSCM 

Jakarta）、卡托警察醫院（RSPAD Gatot Subroto）、北加西地方
醫院（RSUD Kota Bekasi）等醫療院所，以及雅加達衛生局。後
續的四千五百臺也陸續以海運送達，分送各地公立醫院，支援醫
療系統。

 ◆ 2021.07.08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為幫助弱勢家庭學生，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停
課不停學，推動安心助學計畫，募集汰舊電腦，經維修後提供照
顧戶子女，作為線上學習使用，本日接獲檳州政府捐贈三十臺二
手電腦。

 ◆ 2021.07.09 慈濟基金會捐贈一萬九千八百個N95口罩予新北巿政府，提供醫
療防疫第一線人員使用。該批口罩為慈濟美國總會致贈。

慈濟基金會捐贈五千

臺製氧機馳援印尼抗

疫，首批五百臺由慈

濟印尼分會交接給印

尼總統府秘書處，再

分送雅加達各醫療院

所。圖片／慈濟印尼

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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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09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在南投縣展開，

職工、志工及無肉巿集團隊，在南投聯絡處打包安心生活箱，幫
助逾二千戶；健康蔬果箱由在地農會採購配送。本日，雙方舉辦
線上記者會。

 ◆ 2021.07.09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在臺北巿開跑，
幫助逾五千戶。安心生活箱由慈濟捐贈，而健康蔬果箱，改用和
連鎖生鮮超市合作的物資生活卡或蔬果禮券，提升便利性與機動
性。本日，雙方舉辦線上捐贈記者會。

 ◆ 2021.07.09 慈濟基金會擬購買並捐贈五百萬劑輝瑞疫苗（BNT），於6月下
旬送件衛福部食藥署，是日完成法律文件簽署作業，21日完成與
復星實業公司採購合約。

 ◆ 2021.07.09 慈濟基金會繼花蓮縣、臺東縣後，陸續於全臺十二個縣巿政府消
防局捐贈「防疫隔離罩」，提升第一線防疫救護人員執勤時的防
護安全，共計一千四百三十組；其中高雄巿部份，本日應消防局
提議，轉贈高雄榮民總醫院。另，先前已於6月25日致送振興醫
院十組。

 ◆ 2021.07.09 慈濟菲律賓三寶顏聯絡處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9日起陸
續為三寶顏錫布格省（Sibugay）的困難家庭，以及三輪車、吉
普尼等出租車司機，發放大米、食品及日用品等物資，至31日幫
助超過五千戶。

 ◆ 2021.07.09 厄瓜多慈濟志工9至26日進行本月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於曼
納比省（Manabi）維和港（Portoviejo）、卡諾亞（Canoa）、
聖塔安娜（Santa Ana）、曼塔（Manta）四地，提供糧食包予
二千四百二十戶。

 ◆ 2021.07.09 香港慈濟志工前往旺角探訪籠屋居民，致送安心祝福包。

 ◆ 2021.07.10 慈濟基金會接獲臺東縣政府衛生局請求，繼6月2日捐贈五千劑
「威創（VTrust）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後，再捐助
五千劑，本日出貨、翌日送抵。

 ◆ 2021.07.10 慈濟美國西雅圖支會提供會所場地，於10、27日作為新冠肺炎疫
苗接種站，邀請國際診所（ICHS）醫護團隊進駐，為社區民眾
施打疫苗，志工並在現場承擔接待、翻譯等引導工作。

 ◆ 2021.07.10 慈濟基金會於3月23日接獲塞爾維亞難民委員會來函，請求持續
支援難民營，然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延至7月進行。德國、奧地
利、荷蘭慈濟志工即日起一連三天在歐普、克爾尼亞察、阿德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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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西、希德難民營發放二千六百五十件夏衣，另致送二萬公斤洗
衣粉、三千件床套、三千個用餐托盤；另於13日前往歐普難民營
關懷供餐現況。

 ◆ 2021.07.10 澳洲阿德雷德慈濟志工舉辦照顧戶冬衣發放活動，幫助八戶家
庭，以及為十四人義剪；晚上進行街友關懷活動，共致送六十六
條毛毯、六十盒營養飲品。

 ◆ 2021.07.10 慈濟馬來西亞太平聯絡點啟動募心募款，並於本日捐贈醫療器材
予霹靂州太平醫院，紓緩醫療設備短缺的狀況。

 ◆ 2021.07.11 慈濟基金會印度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本日於比哈爾省
（Bihar）菩提迦耶（Bodhgaya）雪奇村（Cherki），為三百戶貧
困居民發放生活物資。

 ◆ 2021.07.11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於拉平塔納市（La Pintana）一處校園
（Jorge Huneeus Zegers Centro Educacional），舉辦新冠肺炎疫期
紓困發放，並帶動學校老師參與，共幫助二百戶貧困家庭。

 ◆ 2021.07.11 慈濟約旦分會關懷安曼慈心之家敘利亞家庭，於2020年11月起為
孩童安排英文課、電腦課，本日起增加跆拳道課程，每週兩次，
共有四十五人參加。

 ◆ 2021.07.12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在高雄巿開
跑，與其他縣巿不同，以偏鄉四十六所學校弱勢學童為主，由志
工親送安心生活箱到校，再由校方通知家長領取或協助送貨到
府。本日，志工前往六龜高級中學，共送七十箱生活箱。

 ◆ 2021.07.12 莫三比克慈濟志工應雅瑪郡（Nhamatanda）鄉村醫院需求，捐贈
一千六百個口罩、五十個護目鏡及三百件防護衣，協助新冠肺炎
防疫工作。

 ◆ 2021.07.12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再度捐贈檳城中央醫院醫療器材，包含呼吸
器、血壓血氧監護儀、注射泵等，以紓緩醫療資源緊繃狀況。

 ◆ 2021.07.12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吉打州慈濟志工接獲鉛縣醫院來訊
求援，本日前往致送N95口罩、面罩等醫療防護品，以及脈搏血
氧計。

 ◆ 2021.07.13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志工偕同人醫會醫師，前往創世基金會板橋分
院，捐贈十三臺脈衝式血氧機。

 ◆ 2021.07.13 尼泊爾沙提黑村（Sathikhel Village）潘達孤兒院（Phenday Care 

Children's Home），後方山坡土石崩落，影響房舍安全。慈濟基
金會援助該院修繕擋土牆，於本日展開工程，於9月中旬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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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13 美國華盛頓州西塔科市（SeaTac）一處公寓，7月10日深夜發生嚴

重大火，造成四人受傷，約八十名住戶流離失所。西雅圖慈濟志
工展開援助行動，13日前往提供盥洗衛生用品，關懷災民需求；
18、24日發放現值卡及環保毛毯等生活物資，共幫助二十八戶。

 ◆ 2021.07.14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在新竹縣、雲
林縣展開，致送安心生活箱、健康蔬果箱及白米，攜手關懷逾
五千戶弱勢學童家庭。本日，慈濟分別與兩個縣政府舉辦線上記
者會。

 ◆ 2021.07.14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雲林縣大埤鄉的長愛家園育幼院受到衝
擊，捐款收入短缺，影響院童營養補給，院長在網路上尋求支
援；一名網友見狀，將其訊息提報給慈濟基金會。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於7月2日防疫協調總指揮中心會議中提案，
獲准通過支援育幼院。隨後，由中部社會福利室接案執行，遵
守三級警戒防疫規範，社工透過電話，向育幼院了解狀況及實
際需求。 

長愛家園育幼院成立於2018年11月18日，創辦人吳文輝伉儷因為
不捨兒少保護案件的孩子們被安置在外地，也心疼許多受到家
庭暴力的孩子們無處棲身，於是承租大埤消防分隊旁的歇業幼兒
園，改制立案為育幼院，主要收置十八歲以下具多重創傷及負向
童年經驗的孩子，而這群孩子來自失親家庭，也有是因家庭經濟
困頓、或親屬不當管教，又或家庭功能無法扶育等。
育幼院開銷三分之一來自政府補助，其餘透過愛心企業、善心人
士捐助，但自5月臺灣防疫三級警戒以來，各行各業受到衝擊，
連帶也影響到育幼院善款來源，使得院長吳文輝萬分擔心，尤其
育幼院收置的孩童，身心狀況需要長期關懷陪伴，身體健康方面
少不了營養均衡，急需新鮮蔬果等糧食物資。

西雅圖慈濟志工關懷華盛頓

州西塔科市火災災民，提供

盥洗衛生用品等物資，並協

助填寫表單，以申請急難救

助金。攝影／高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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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了解狀況後，決定依三十五位院童數量，提供「安心生活
箱」、「健康蔬果箱」各三十五箱；基金會慈發處也著手先準備
「安心生活箱」、「健康蔬果箱」各一箱，以及十公斤白米，於
8日運抵育幼院，將作為捐贈儀式物資使用。

致送育幼院的「安心生活箱」，物資有禪悅食糧、淨斯豆漿粉、
海苔素香鬆、冬菜蔬食料理粉、蔬食麵條、香積麵、海苔薄餅
等，其規格、重量比照慈濟在十五個縣巿進行的「弱勢家庭學童
營養紓困計畫」的生活箱。
「健康蔬果箱」則委請西螺慈濟志工負責採買，林秋麗、江麗雪
以買給家人食用的心情，精心挑選了花椰菜、玉米、甜椒等十八
種五彩繽紛、富含維生素的蔬果，另外還有志工林芮均、林秋麗
提供的炸豆包、角螺、素豆角等三種豆料，並在13日動員十八人
來到慈濟西螺聯絡處進行打包，且在將蔬果放入蔬果箱之前，志
工都會細心擦拭蔬果，去除表面灰塵。
7月14日，由雲林慈濟志工代表慈濟，捐贈「健康蔬果箱」及
「安心生活箱」予長愛家園育幼院，希望在疫情期間能讓院童們
吃得健康又營養，有更好的體力繼續下一個學習旅程。育幼院院
長吳文輝開心地表示，這是育幼院自6月到現在，第一次收到這
麼多的蔬果食物，很感恩慈濟志工無私的愛心。

慈濟基金會捐贈安心生

活 箱 、 健 康 蔬 果 箱 各

三十五箱，關懷長愛家

園 育 幼 院 孩 童 營 養 健

康。攝影／黃淑英

慈濟志工精心採買十八

種新鮮蔬果，加上志工

提 供 的 三 種 豆 料 ， 分

裝成三十五箱健康蔬果

箱。攝影／張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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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14 慈濟馬來西亞巴生支會結合實業家，援助巴生中央醫院

（Hospital Tengku Ampuan Rahimah），於14、23日陸續捐贈病
床、氣體流量計調節器、氧氣筒、注射泵、呼吸器等醫療器材，
紓緩該院設備短缺的困境。其中病床由吉隆坡文良港（Setapak）
一療養院捐助。

 ◆ 2021.07.14 多明尼加拉羅馬那慈濟志工拜訪當地醫院（Hospitales de La 

Romana），提供口罩、面罩、手套及防護衣等醫療用品，協助
醫護人員降低新冠肺炎感染風險。

 ◆ 2021.07.15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在新北巿開
跑，暑期捐贈每月每戶「安心生活箱」及「暖心蔬果箱」各一
箱，近四千戶受益。本日，新北巿長侯友宜在該巿新冠肺炎防疫
應變會議說明此項計畫，並感恩慈濟送暖。

 ◆ 2021.07.15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在屏東縣、嘉
義縣展開，與兩縣府攜手關懷逾二千戶家庭。安心生活箱、健康
蔬果箱及白米，配送至各級學校，由家長到校領取或由師長、志
工送貨到府；其中，屏東地理狹長，考量蔬果鮮度，部份偏鄉地
區改用提貨券到農會兌換蔬果，琉球國小物資則由志工以海陸交
通接力送抵。本日，慈濟分別與兩縣府舉辦線上記者會。

 ◆ 2021.07.15 臺灣新冠肺炎本土疫情自5月中旬蔓延，慈濟基金會因應需求，
分別在新北巿、臺北巿、新竹巿、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巿、臺
南巿、高雄巿、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等地搭建篩檢組合屋，
截至本日共計完成二十五座，協助縣巿政府、醫療院所提升篩檢
量能。

 ◆ 2021.07.15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捐贈八十臺血氧儀予威省中區衛生局，供當地
醫護人員監測居家隔離的新冠肺炎確診者病況，以利危急時安排
入院治療。

 ◆ 2021.07.15 慈濟基金會接獲尼泊爾國際佛教協會麥特立法師通報，位於道恩
山的虎丘達加林孤兒院面臨缺糧困境，故提供兩個月的糧食援
助，於本日進行第一次發放。

 ◆ 2021.07.16 花蓮縣近日地震頻繁，慈濟基金會緊急盤點防備災物資，並於本
日應花蓮縣政府邀請，參與在德興棒球場舉辦的地震備災記者
會，支援十張淨斯多功能福慧床、十件環保毛毯及兩組淨斯多功
能福慧桌椅；另於17、19日兩度前往參與討論、規劃災後收容安
置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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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16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接獲街友收容所（Casita Albergue Mi Casa 

es Tu Casa）冬襪援助需求，本日前往捐贈一百四十四雙，並為
其備辦蔬食午餐，推廣茹素減碳。

 ◆ 2021.07.17 慈濟荷屬聖馬丁聯絡點志工於紅十字會老年公寓，為貧病長者提
供二十三份糧食包，並分享資源回收等環保知識；另前往法屬
聖馬丁沙地社區一處教堂（Sandy Ground Church of God），發放
一百份糧食包予弱勢家庭。

 ◆ 2021.07.17 慈濟美國芝加哥分會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舉辦雲端清寒獎學
金頒獎典禮，今年隨疫情緩和如期開辦，採戶外活動方式進行。

 ◆ 2021.07.17 尚比亞西部省（Western Province）慈善關懷計畫，慈濟本土志工
於7月17、30日，及9月11、12日，先後在卡西馬（Kasima）、印
波瓦（Imbowa）、馬本布（Mabunbu）、伊令度（Ilindu），進
行玉米粉發放、地瓜葉小農帶動、樹薯食用教學等項目。

 ◆ 2021.07.18 慈濟柬埔寨聯絡處捐贈防疫物資予暹粒省政府，包括五千件隔離
衣、一千零五十件防護衣、二千一百六十個KN95口罩、一萬個
醫療口罩，以及髮套、手套、鞋套、酒精等，協助該省新冠肺炎
防疫工作。

 ◆ 2021.07.18 南非瓜祖魯那他省及豪登省等地，7月上旬起因政治動盪陸續爆
發大規模的暴動事件，失控的民眾湧上街頭，四處劫掠財物、縱
火，德本、約堡等許多大城市無一倖免，慈濟志工亦有工廠或商
店受到波及，所幸人人平安，17日透過網路視訊，與慈濟花蓮本
會連線，向證嚴上人報平安，也分享歷劫餘生的心情。上人慰勉
志工調整步伐重新出發，法親間相互關懷，共度難關。
瓜祖魯那他省新堡市（Newcastle）一處工業區（Madadeni），當
地工廠以華人經營為主，此次有十九間工廠受災，不只機臺、物
料等財物遭洗劫，連食物、民生用品也被搜括一空，甚至有廠房
遭縱火，付之一炬。在此處設廠的慈濟志工嚴榮華雖然也是受災
戶之一，仍決定先放下個人損失，與新堡慈濟志工一起關懷其他
受災廠家，於18日致送大米、麵粉、蔬菜、食用油等物資，讓上
百位旅居當地的華人員工生活暫時無虞。
德本是瓜祖魯那他省最大的城市，在此次暴動受創最嚴重。慈濟
在德本地區的一百八十個供食關懷點，大約有七十個運作受到暴
動影響。7月下旬社會氛圍逐漸平緩，各供食關懷點的本土志工陸
續歸隊，考量疫情加上暴動，使民生物資更形匱乏，除了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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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缺糧的居民，分享愛心菜園中的蔬菜，或供餐用的臺灣援外大
米，同時也啟動法親的普查關懷，了解各社區的現況及安全性。
與此同時，華人志工則設法採購糧食、日用品，準備發放給需要
援助的家庭。慈濟的關懷行動，亦獲得伊莉莎白港兩位華商支
持響應，陸續捐贈玉米粉、方便麵、衛生紙、尿布等民生物資。
待各項準備工作就緒，社區也漸趨平靜，慈濟志工於27日起展開
「用愛重建」行動，動員人力深入社區逐戶訪視關懷，並依照每
個家庭的不同困難，給予所需的物資，最重要的是傳遞愛與善的
正向能量，讓人人獲得心靈的平安及祥和。

 ◆ 2021.07.18 新加坡慈濟志工參與外勞作家協會哈芝節供餐活動，準備十五人
份傳統燉飯，送往一處孟加拉客工宿舍，表達祝福與關懷。

 ◆ 2021.07.19 慈濟基金會為彰化縣福興鄉一戶照顧戶修繕住所，本日完成。
案主於2013年喪夫，當時其與大兒子有工作收入，但喪葬費用有
困難，由慈濟提供急難補助後結案，直至2019年2月志工再度獲
訊、前往關心，得知案主三個兒子的情況都不順利，大兒子一家
躲避債務失聯中，二兒子入獄服刑、二媳婦車禍往生，獨留一名
智能不足的幼兒，三兒子罹患多重障礙，而案主獨力照顧三兒子
及扶養智能不足的孫子，僅靠回收及政府補助，實有經濟困難，
遂自4月列入長期照顧戶，每月提供生活費補助。

案主胞弟心疼其姊情況，提供一處廠房讓一家安身。鐵皮廠房閒
置多年，多處逢雨必漏，幸好廠內有一房間可作為臥室，狀態尚
可、無漏水問題，但其他空間被案主多功能運用，在一隅擺放桌
椅，成了開放式客廳；一旁又放著瓦斯爐，設有流理臺，裝上抽
油煙機，成了廚房；另一角落用大塊布圍著，是案主與孫兒的陽

慈濟營建處職工偕同志

工，一起前往案主家場

勘，會同案主及其家人說

明改建的可行性。攝影／

溫燕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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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浴室；其他地方放眼望去，也堆滿各式雜物。案主平常以撿回
收維生，鄰居或善心人士獲悉她的情況，都會主動將回收物拿給
她，而她看到可用物品，像玩具、衣物、家具等就會留下，也會
上網索取免費送人的家具、家電，使得廠房物品愈堆愈多，加上
下雨漏水，反而造成居住環境的髒亂。

慈濟志工每月家訪，多次表達想協助整理環境，但案主一再婉
拒。直到某次聊天過程，案主提到希望有一間浴室、一間不漏水
的廚房後，志工立即通知基金會營建處職工陳文亮，於2020年9

月24日前往場勘。考量偌大廠房年久失修，修繕整理勢必耗費許
多人力、物力及成本，加上案主三兒子已安排入住安養機構，生
活空間只需考量案主與其孫子兩人，因此陳文亮與案主胞弟商議
後，決定將閒置不用的車庫改造成獨立小套房，內有小客廳、廚
房、衛浴及臥室，適合祖孫兩人居住。
經多次溝通、丈量空間、設計藍圖、發包廠商後，預計2021年6

月開工。未料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5月中旬全臺升至三級警
戒，一方面要遵守政府防疫規範，但又思及颱風季即將來臨，儘

臺灣防疫提升三級警戒，慈

濟謹慎安排施工人員到場施

作，全程嚴格遵守防疫規

範。攝影／施吟聲

長達一個月多的施工終於圓

滿，得以讓案主與其孫有一

個安全的棲身住所。攝影／

溫燕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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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讓案主一家能有安全穩定的棲身之處，亦是刻不容緩，因此營
建處職工與慈濟志工討論後，依原訂日期6月8日動工，每次安排
二至三位師傅到場施工，並需全程遵守防疫規定；師傅午餐及茶
水，由志工準備，送達施工現場，即會先行離開，避免與師傅、
案主過多接觸。
施工期間，志工透過電話與陳文亮、案主聯繫，了解工程進度；
而陳文亮每隔幾天必定前往巡視，監督施工品質，不放過每項
小細節，例如用防水隔板隔開冰箱與瓦斯爐的距離，大門改採不
鏽鋼防盜通風門等，只為讓案主一家往後能安心地居住。完工當
天，志工送去蛋糕、水果等，祝福一家未來能開心過生活；而案
主也感恩慈濟的幫忙，以往颱風大雨時會擔心鐵皮屋頂掉下來，
但現在全新小套房，讓她感到很安全。

 ◆ 2021.07.19 慈濟馬來西亞吉打分會與吉華兒女（Anak Keat Hwa）、扶輪
社（Rotary Club）、第一獅子會（Lion Club）、宏盛集團建築
發展商合作，捐贈醫療器材予亞羅士打蘇丹娜峇希雅中央醫院
（Hospital Sultanah Bahiyah），協助新冠肺炎防疫工作。

 ◆ 2021.07.19 印尼萬隆慈濟志工自1 9日起，每日前往盾古斯•札里昂
村（Dungus Car iang）、扎米卡村（Jamika）、詹巴卡村
（Campaka）等地，分送素食便當給居家隔離的新冠肺炎病患。

 ◆ 2021.07.20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政府實施行動管制令，弱勢家庭生
計無著陷入斷炊窘境。慈濟巴生支會接獲巴生胡魯巴朗居民協會
提報，緊急為三十六戶穆斯林家庭送上生活物資包。

 ◆ 2021.07.20 慈濟馬來西亞居鑾聯絡處接獲洛興亞難民求助訊息，經電訪及評
估後，於本日在新居鑾市環保站發放三十份生活物資，每份包括
麵粉、白米、馬鈴薯、咖哩粉等食糧。

 ◆ 2021.07.21 印尼雅加達北區本札令安鎮（Penjaringan）德勒宮區（Teluk 

Gong），17日發生社區火災，造成三百多人無家可歸。慈濟志工
於21日前往本扎格蘭（Penjagalan）村公所，致送棉被、紗籠、
衣物及盥洗用品等生活物資，援助災民。

 ◆ 2021.07.21 中國大陸河南省17日起持續降下大雨，導致多處遭受水患，尤以
鄭州市最為嚴重。慈濟志工得知鄭州市兒童福利院受水患影響，
六百名院童轉移至安置點，旋即採購衛生及消毒用品、尿布五千
片，21日捐贈給兒童福利院，並前往四個消防救援點關懷救災人
員，致送飲用水、泡麵以及口罩。此外，慈濟基金會援助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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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包含食品、十三臺發電機等，陸續自浙江省杭州及江蘇省
蘇州、昆山運抵鄭州市。
隨雲雨帶北移，衛河水位上升，沿岸的新鄉市、鶴壁市等地，因
河水氾濫受災範圍擴大。24日鄭州市區積水漸退，慈濟志工分工
合作，一組協助社區清除淤泥及消毒作業，一組協助打包救災物
資；另一方面，志工陸續前往災情較嚴重的新鄭市、衛輝市、焦
作市等地勘災，評估後續援助方向，除關懷安置點避難鄉親外，
志工也備妥生活包，慰問救災工作人員。

25日備妥涼被、水桶等生活用品，於新鄉市鳳泉區安置點發放與
關懷，另運送食品等物資，援助衛輝市、鶴壁市浚縣王莊鎮、安
陽市龍安區等重災區。翌日於衛輝市汲水鎮青松老年護理院，支
援發電機二臺，及協助轉移重病老人至高處安置。志工也陸續捐
贈雨具、蚊香、消毒設備等物資予消防救援站，協助救災及防疫
工作。
此次河南省暴雨洪澇受災範圍較大，慈濟志工攜手當地志願者
團體合作共善，例如29日，慈濟志工與鄭州計程車協會志願者合
作，由計程車協助載運折疊床、防潮墊及生活用品等物資，前往
焦作市郜屯村發放，為受災鄉親送上物資；志工獲報衛輝市獅豹
頭鄉因道路損毀，村民出入不便且缺乏物資，30日備妥十一臺發
電機、四百五十個頭燈以及生活包，前往當地關懷。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志工旋即協助防疫工作，8月1日起陸續
關懷鄭州市金水區、二七區等社區核酸檢測站，以及河南中醫藥
大學第一、第二、第三附屬醫院，致送折疊床與生活包，為前線
防疫工作及醫護人員加油打氣。

慈濟志工攜手當地志願

者團體，於焦作市郜屯

村發放生活物資，志工

與 志 願 者 （ 著 紅 色 背

心）慰問受災鄉親，並

給予溫暖的擁抱。攝影

／錢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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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22 中央氣象局21日20時30分發布中度颱風烟花海上颱風警報，慈濟

基金會是日8時45分成立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啟動全臺防備災
行動；24日，海上颱風警報解除，總指揮中心於12時撤站。

 ◆ 2021.07.22 菲律賓三寶顏慈濟志工於22、27、29、31日在海濱大道（Paseo 

Del Mar），為三輪車、吉普尼等出租車司機，及渡輪船夫，進
行糧食與大米等紓困發放，幫助他們度過新冠肺炎疫情難關，逾
四千七百人受益。

 ◆ 2021.07.22 慈濟基金會自6月中旬起與印度阿南達瑪迦瑜伽修行團體
（Ananda Marga）合作，於奧里薩省（Odisha）孫達爾加爾、肯
杜賈爾、柯爾達、巴拉索爾、巴德拉克等五個城鎮，進行新冠肺
炎疫期紓困糧食發放，截至本日共幫助超過一萬戶家庭。

 ◆ 2021.07.22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持續捐贈口罩、手套、防護衣等物資予公
立地區醫院（Hospital Regional Ciudad del Este），協助減輕醫療
量能負荷，本日另致送二十二臺製氧機。

 ◆ 2021.07.23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應孔查理市（Conchali）利坎安泰小學
（Escuela Básica Likan Antai）需求，協助整修五間老舊廁所，1

日進行修繕評估，5日起與教育局合作展開施作，翻新牆面、管
路、水龍頭、馬桶蓋等設施，本日完工驗收。

 ◆ 2021.07.23 慈濟基金會持續關懷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捐贈十臺製氧機、二臺
呼吸器、五百組防護套及二百個N95防護口罩，予馬哈拉施特拉
省首府孟買的巴提維丹塔醫院（Bhaktivedanta Hospital）。

 ◆ 2021.07.23 緬甸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自6月起迅速增加，醫療量能超載，許多
確診者只能在家隔離治療，引發民眾搶購氧氣筒，甚至不顧宵
禁，漏夜在充氣站排隊。長期護持慈濟的緬甸華裔實業家林銘
慶，於7月10日前往仰光收治最多新冠肺炎病患的醫院，向院方
探詢資源短缺的狀況，得知除了醫護人員嚴重不足之外，也急需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協

助利坎安泰小學整修老舊

廁所，提供師生舒適、安

全的如廁環境，竣工後志

工陪伴校長前往驗收。圖

片／智利聖地牙哥聯絡處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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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氧機，翌日經由慈濟緬甸聯絡處志工向慈濟花蓮本會回報，並
請求提供醫療物資援助。慈濟花蓮本會接獲申請後，立即展開採
購，自23日起陸續將一千臺製氧機及一千支四十公升氧氣筒送往
緬甸。

緬甸慈濟志工自2月開始，受到當地政治動盪的影響，暫停大部
分的慈善工作，僅能進行法親間的關懷及援助。為讓援助物資能
順利送達需要的單位及民眾手中，林銘慶求助於仰光格蘭漢達醫
院（Grand Hantha Hospital）院長丹丹靄。格蘭漢達醫院曾於2016

年與臺北慈濟醫院簽訂合作計畫，院長丹丹靄醫師在緬甸醫學界
極受敬重，亦是慈濟人醫會成員。她向醫院所屬裕扎納集團尋求
支持，以協助慈濟處理醫療物資進口程序，同時也聯繫已在各院
擔任主管的學生，確保醫療物資在移交之後，能即時發揮搶救生
命的功能。
另一方面，林銘慶亦拜會仰光市軍方，分享慈濟自2008年納吉斯
風災以來，在當地的慈善足跡，並出示當年由緬甸社會福利部發
出的重建邀請函。慈濟無所求的付出獲得軍方肯定，同意慈濟將
醫療物資直接分送仰光、勃固等地的醫療院所之外，並部分保留
在慈濟緬甸聯絡處，就近提供社區染疫民眾借用，爭取救急救難
的時效。

 ◆ 2021.07.24 臺北巿慈濟委員兼榮董吳宜潔，發心捐贈全新成人鞋一萬
九千六百雙、童鞋一萬六千雙，陸續於14、15、24日結關，分別
運往海地、史瓦帝尼及多明尼加，交由當地志工、愛女孩國際關
懷協會負責發放，幫助窮苦家庭。

 ◆ 2021.07.24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攀升，雙溪大年蘇丹阿都哈林醫院
（Sultan Abdul Halim Hospital）病房使用率飽和，床位嚴重不

緬甸萊古鎮的龐基隔離中

心，收治二百多名新冠肺

炎患者。慈濟志工得知該

中心氧氣供應不足，前往

捐贈製氧機及氧氣筒。圖

片／慈濟緬甸聯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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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慈濟馬來西亞分會獲悉緊急調度二百五十張淨斯多功能福慧
床供醫院使用。

 ◆ 2021.07.24 慈濟美國西雅圖支會關懷得梅因市（Des Moines）公寓火災災
民，本日提供現值卡及盥洗用品、環保毛毯等物資。

 ◆ 2021.07.24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與聖塔克拉拉縣衛生部門（Santa Clara 

County Public Health）合作，本日於慈濟志業園區設立新冠肺炎
疫苗接種站，以服務社區民眾，志工並向工作人員宣導少用一次
性物品等環保理念。

 ◆ 2021.07.24 美國自7月起因新冠肺炎變種病毒肆虐，確診病例急速飆升。慈
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於24、27日，分別捐贈乾洗手液予醫療機構
及救世軍，協助對抗疫情。

 ◆ 2021.07.24 中國大陸華東沿海地區受烟花颱風侵襲，多處出現災損，24至27

日，慈濟志工陸續啟動關懷行動。紹興市夏履鎮受大雨影響導致
部分區域淹水，鄉親陸續移往型塘小學、湖塘小學、夏履鎮蓮西
村等處避難。慈濟志工獲報，備妥毛毯、蔬食餐盒、生活包等物
資，前往安置點慰問鄉親，以及致送一百份安心包予救援隊。另
採購瑜珈墊，調集毛毯等物資送抵夏履鎮，供政府救災用。 

颱風所帶來的強風豪雨，使得寧波市海曙區洞橋鎮等地發生淹
水，慈濟志工得知暫居在安置點的鄉親，多日未吃到熱食，遂致
送熱食予安置點的受災鄉親；另支援藍天救援隊五十張淨斯多功
能福慧床、毛毯，讓他們得以安身休息。而餘姚市三溪村溪水暴
漲，亟需防洪物資，慈濟志工獲訊即啟動關懷，捐贈一百三十個
沙袋供防洪使用，並為安置點鄉親送上熱食。
上海市慈濟志工長期關懷宋家灘社區獨居長者、困難家庭，26日
志工接獲當地居民委員會通知，希望能為長者及保安送上新鮮蔬
菜，遂致送七十五份蔬菜愛心包，讓他們安心防颱。另前往泗涇

寧波市洞橋鎮一間製衣廠員

工因淹水受困，慈濟志工獲

報後，備妥熱食前往關懷，

途中因道路封閉無法前進，

剛好有一大型工程車駕駛主

動協助志工，將餐食送到求

助點。攝影／許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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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懷暫住在安置點的鄉親，提供淨斯多功能福慧床、食品等
物資。

 ◆ 2021.07.25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於邁普市（Maipu），進行新冠肺炎疫
期紓困發放，協助確診、失業、貧病，及夠活力喜憨兒協會
（Cofodi）等艱困家庭予以生活溫飽，共幫助二百戶。

 ◆ 2021.07.25 巴西聖保羅慈濟志工於費拉茲•瓦斯科切洛斯市（Ferraz de 

Vasconcelos）自閉症兒童中心（AMAFV），進行新冠肺炎疫期
紓困發放，提供食物籃予面臨斷糧困境的弱勢家庭；另逐戶關懷
照顧戶，致送食糧及床單、護膚霜等民生物資。

 ◆ 2021.07.26 臺灣新冠肺炎本土疫情趨緩，防疫警戒調降為二級，慈濟基金會
防疫協調總指揮中心本日防疫會議，宣布每日會議恢復每週三定
期召開，並視疫情發展進行滾動式調整；隨疫情再緩、部份防疫
措施解除，10月18日再布達，週三例行防疫會議無需定期召開，
若有需求另行提出。

 ◆ 2021.07.27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自新冠肺炎疫情提升三級警戒以來，除緊急提
供醫療院所因應收治確診者急需之輔具，以及贈送血氧儀外，其
他服務一律暫停；疫情警戒降級後，即日起恢復常態運作。

 ◆ 2021.07.27 馬來西亞柔佛州麻坡、東甲、昔加末等地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慈
濟麻坡支會於7月27日提供一百張淨斯多功能福慧床，予麻坡蘇
丹娜法蒂瑪專科醫院，8月25日再度前往該院，捐贈血氧儀、輸
液泵及個人防疫用品，同日亦捐助昔加末中央醫院。

 ◆ 2021.07.28 慈濟基金會馳援印度聖文森保羅天主教會（Vincentian Family 

India），除提供口罩、手套等防護用品，以及三個月的糧食物資
之外，本日捐助該教會旗下醫院一臺洗腎機，專門提供新冠肺炎
患者使用。

 ◆ 2021.07.29 慈濟基金會接獲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請求，致贈三百片防護面
罩予獄方。

 ◆ 2021.07.29 慈濟約旦分會本日邀請塔拉博特社區中心（Tarabot Community 

Center）人員，一同前往安曼慈心之家，以勞作、木偶劇及手工
編織等活動，與慈心之家的單親家庭互動。

 ◆ 2021.07.30 慈濟基金會接獲中央警察大學請求，致送三千五百劑「威創
（VTrust）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供該校教職員教
育訓練前快篩檢查用。

 ◆ 2021.07.30 慈濟基金會採購四千五百臺筆電，華碩文教基金會另捐贈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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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幫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慈濟照顧戶家庭、慈濟四所學校
的弱勢學生，確保他們學習不中斷。東部首批筆電是日開始配
送，由領航員計畫大專工讀生完成系統環境設定後，再交予學
生，並指導他們使用方法。

 ◆ 2021.07.30 印尼巴布亞省查亞普拉（Jayapura）慈濟志工，與印尼佛教協會
巴布亞分會（Permabudhi Papua）合作，前往查亞普拉地方醫院
與迪安•哈啦班醫院（Dian Harapan）致送餅乾、飲料予醫護人
員，為他們加油打氣。

 ◆ 2021.07.30 慈濟基金會本年度第二批送往史瓦帝尼的臺灣援外大米，於本日
運抵該國。

 ◆ 2021.07.31 慈濟基金會與印度道基金會合作，展開新冠肺炎疫期援助行動，
除進行製氧機捐贈、糧食紓困發放，並推動疫苗施打計畫，協助
弱勢民眾接種疫苗，自本日起陸續於班加羅爾、浦那等地進行。

 ◆ 2021.07.31 美國北加州慈濟志工，協助東帕洛阿圖市（East Palo Alto）食物
銀行發放，緩解弱勢家庭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生活壓力。

八月
 ◆ 2021.08.01 中國大陸河南省鄭州市7月中旬受暴雨影響，多處發生嚴重水

災，慈濟志工旋即進行勘災及援助生活物資。因新冠肺炎疫情升
溫，做好個人防護措施，並協助社區防疫工作。慈濟志工備妥折
疊床、速乾衣及生活包，本日起陸續關懷鄭州市金水區、二七區
等社區核酸檢測站，以及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第二、第三附屬
醫院、濟華骨科醫院、河南省人民醫院等醫療院所，為前線防疫
工作及醫護人員加油打氣。
疫情逐漸升溫，慈濟志工做好防護措施後，陸續展開關懷行動，
位在許昌市的慈濟志工於6日至18日，每日準備逾一百五十份的

慈濟志工關懷河南中醫藥

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醫護人

員，為他們送上安心生活

包與祝福。攝影／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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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餐盒，送往魏都區延中社區等九個社區防疫監測站，提供防
疫人員與志願者食用。
慈濟志工8日起陸續前往開封市龍亭區等地社區防疫點，致送花
露水、中藥茶飲等物資，11日起將煮好的中藥茶飲分送各社區防
疫點，並分享資源回收分類的觀念，截至27日已從最初的十八個
點，拓展為三十一個點，志工也發現駐點人員逐漸使用環保杯，
以及養成垃圾分類的習慣；並分別於11、16日起，陸續前往新鄉
市及平頂山市社區防疫站點及醫院，致送生活包等物資，感恩他
們為防疫的付出。

 ◆ 2021.08.01 慈濟印尼分會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於1至16日陸續在丹
柏拉體育中心（GOR Tambora）、北溝間（Pekojan）街長辦公
室、紅溪（Angke）路邊、丹柏拉公寓（Rusun Tambora）等四個
地點，設立疫苗接種中心，為西雅加達居民服務。

 ◆ 2021.08.02 莫三比克馬普托市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慈濟志工接獲市政府求
援，於2日捐贈口罩、手套、防護衣等防疫物資及藥品，由市政
府分送予市內二十多個醫療單位。另於6日前往巴拉納卡尼索醫
院（Polana Caniço Hospital），致送防疫物資，協助提升醫護人員
防護安全。

 ◆ 2021.08.02 慈濟約旦分會志工及安曼慈心之家負責人等前往貝僑學校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Bridges Academy School），與校方商討
敘利亞學生下學年註冊事宜。慈濟資助該校一百四十多位敘利亞
學生就學，志工每月前往關懷，並了解學習狀況。

 ◆ 2021.08.02 斯里蘭卡慈濟志工於2、9日起分別在漢班托塔辦事處及可倫坡辦
事處，展開新冠肺炎紓困發放，共九百三十五戶受益。

 ◆ 2021.08.02 慈濟印尼巴厘島聯絡點志工前往軍區司令部、地方警察局，提供
五百噸大米，委請軍警轉送生活困難的家庭，幫助他們度過新冠
肺炎疫期。

 ◆ 2021.08.03 慈濟基金會啟動「疾疫紓困專案」，關懷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生
計的個人或家庭，提供紓困生活金、紓困就學金等補助，幫助學
子家庭紓困，讓孩子們在9月開學後安心就學。本案是日在慈濟
官網公告上線，提供各方需要者申請。

 ◆ 2021.08.03 德國西部7月中旬遭連續暴雨侵襲，發生嚴重水災。德國漢
堡、慕尼黑、法蘭克福及奧地利慈濟志工，8月2日於西部大城
科隆會合，3日起展開為期三天的勘災行程，陸續前往魏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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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斯（Weilerswist）、布利斯海姆（Bliesheim）、奧伊斯基興
（Euskirchen）等地，在地方政府或當地扶輪社人員協助下，深
入災區勘查並慰訪受災居民。
位在奧伊斯基興郡的巴特明斯特艾費爾市（Bad Münstereifel），
原本是一座遊客如織的歷史古城，在大水、土石侵襲下，滿目瘡
痍，隨處可見毀損的房舍，與泥濘難行的街道。由於災區斷水、
斷電，且食材採購不易，受災居民及救災人員大多以麵包或沙拉
簡單果腹。慈濟志工與市府人員討論後，決定進駐災區供餐，讓
鄉親忙於災後復原之際，也能好好地吃頓熱食。

慈濟志工租用一輛大型餐車，13日起在巴特明斯特艾費爾市，每
天提供約二、三百份的熱食，除了定點供應外，也把煮好的餐食
打包，送至鄰近的伊文斯海姆鎮（Iversheim），讓當地的救援人
員及義工享用，同時趁著送餐的機會，關懷受災的居民。二十餘
天的供餐服務，由德國、奧地利、義大利、英國、荷蘭等地慈濟
志工，以接力方式輪流擔任香積團隊，提供的菜色雖以中式餐點
居多，也有符合歐洲人口味的選擇，唯一不變的是全部為蔬食，
希望藉此鼓勵大家茹素護地球。兼顧健康又不失美味的蔬食，博
得當地人的青睞，取餐的人越來越踴躍。
慈濟志工也把握機會與鄉親互動，以靜思語卡片及平安吊飾與之
結緣，希望他們從中找到重新開始的力量。許多人從志工的分

德國西部遭連續暴雨侵

襲，德國及奧地利慈濟志

工前往勘災。巴特明斯特

艾費爾市隨處可見遭洪水

沖毀的道路及房舍。圖片

／慈濟漢堡聯絡點提供

歐洲慈濟志工租用一部大

型餐車，於巴特明斯特艾

費爾市府廣場，為居民及

救災人員提供現煮的素食

餐點。圖片／德國慈濟志

工林美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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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中認識慈濟，感動於慈濟匯聚全球愛心在各地進行援助，紛紛
主動捐款，響應「竹筒歲月」的精神。慈濟志工暖胃又暖心的服
務，獲得肯定與回響，除了市政府給予支持，配合志工的需求提
供備餐場地，當地餐館老闆裘先生看見志工的付出，亦主動協助
採購食材，並邀請在地廚師支援。來取餐的工程人員也會伸出援
手，幫助志工搬運食材或飲用水。災區的復甦工程在8月底告一
段落，慈濟的熱食服務於9月5日結束，累計供餐超過八千份。

 ◆ 2021.08.03 慈濟在東非烏干達進行首次慈善發放，於3、8日由馬來西亞實業
家蕭清祥邀約自家員工，在中部卡永加鎮（Kayunga）為一百戶
貧困家庭發放玉米粉。另於7日展開大愛菜園計畫，提供豆種予
兩戶居民。

 ◆ 2021.08.03 慈濟印尼棉蘭支會與武吉巴里杉（Bukit Barisan）軍區司令部合
作，於3至5日在詹德拉•古瑪拉學校（Sekolah Chandra Kumala）
設立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站，由慈濟人醫會與當地醫院（Putri 

Hijau）醫療團隊為民眾施打疫苗。另慈濟巨港聯絡點5日亦與巨
港軍分區司令部合作，於宴會廳（Rajawali）設立接種點，服務
鄉親。

 ◆ 2021.08.03 宏都拉斯汕埠市（San Pedro Sula）萊昂納多醫院（Hospital 

Leonardo Martinez Valenzuela）專責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然醫療物
資匱乏。慈濟志工捐助十萬二千片口罩、八百件隔離衣，及一千
個護目鏡等，協助該院人員防疫。此批援助物資由慈濟美國總會
馳援。

 ◆ 2021.08.03 美國7月起受新冠肺炎變種病毒影響，疫情急速惡化。慈濟美
國總會捐贈乾洗手液，予加州聖伯納汀諾郡（San Bernardino 

County）兩家醫療機構（San Antonio Regional Hospital、Chino 

Valley Medical Center），關懷前線醫護人員。

 ◆ 2021.08.04 中央氣象局4日14時30分發布輕度颱風盧碧颱風海上警報，慈濟
基金會於16時30分成立「盧碧颱風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啟動
全臺防備災行動；5日17時30分撤站。

 ◆ 2021.08.04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首次配送輔具至新北巿土城區，送出爬梯機、
三段式電動醫療床，幫助兩戶弱勢家庭。平臺自2017年成立後，
在花蓮、基隆、汐止、大安、桃園、苗栗、彰化等地組成志工團
隊，進行輔具回收修理、接案配送等任務；其中，土城團隊最為
特別，由二名女性志工主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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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04 慈濟泰國分會援助大城府（Ayutthaya）挽巴因縣（Bang Pa In）

曼拍鄉，於本日捐贈五十張床舖、寢具等用品，協助設立臨時社
區隔離中心，以安置新冠肺炎病患。

 ◆ 2021.08.04 慈濟菲律賓分會於大馬尼拉地區實施封城管制令前，在加洛干市
（Caloocan）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為三輪車司機發放大
米等生活物資。

 ◆ 2021.08.05 慈濟馬來西亞吉蘭丹支會結合青年志工，關懷罹患新冠肺炎孩
童，募集二百五十份餅乾禮盒，於本日送至六所隔離中心及哥打
峇魯醫院。

 ◆ 2021.08.05 慈濟基金會孟加拉新冠肺炎疫期紓困計畫，由本土志工拉
吉普（Rajib Saha）帶動當地青年，於5至23日在杜爾加布爾
（Durgapur）、博格拉（Bagura）進行四場物資發放活動，共
八百戶受益。

 ◆ 2021.08.05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接獲利馬契市（Limache）老年復康醫院
（Hospital Geriátrico La Paz de La Tarde）訊息，請求提供病患保
暖衣物；本日志工捐贈男、女用睡衣各二十五套，及冬季內衣、
毛襪、浴巾等，並加贈二百個防護面罩協助防疫。

 ◆ 2021.08.06 中國大陸江蘇省無錫慈濟環保教育基地3日獲贈一批課桌椅，慈
濟志工邀約當地志願者團體合作共善，是日從無錫市運送至宜興
市正新小學，共轉贈三百零二張課桌、五百零三張椅子。

 ◆ 2021.08.06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持續攀升，醫療系統面臨人力、物
資短缺困境。慈濟基金會接獲慈濟馬來西亞分會請求援助後，
捐贈四百臺製氧機，伸援馬來西亞抗疫，首批一百臺於本日送
抵馬來西亞檳城，由慈濟馬來西亞分會統籌運用，陸續分送至
吉打、霹靂、吉蘭丹等州屬，提供當地醫療院所借用。此外，

慈濟基金會捐贈製氧

機，馳援馬來西亞抗

疫，由慈濟馬來西亞分

會統籌運用。吉打州居

林醫院得知首批儀器到

位，立即派車前往倉庫

領取。圖片／慈濟馬來

西亞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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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地醫師的護持下，另添購一百臺製氧機，發送給檳城及威
省的六家醫院。

 ◆ 2021.08.06 馬來西亞檳城極樂寺慈善醫院於7月中旬啟業。慈濟馬來西亞分
會與當地多家企業合作，本日捐贈口罩、面罩及隔離衣等醫療防
護物資，援助該院防疫工作。

 ◆ 2021.08.06 慈濟澳洲分會應萊德市政府（City of Ryde）邀請，參與食物援助
計畫，並獲撥款澳幣一萬元補助金，自9月起每月兩次為社區低
收入戶發送食物包。

 ◆ 2021.08.07 花蓮縣富里鄉6日晚間19時12分起，兩小時內發生九次淺層地
震，芮氏規模介於5.4至3.5間，富里村永安國宅社區九戶民宅受
損嚴重。慈濟志工本日前往關懷，每戶送上五千元急難慰問金；
屋損修繕由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接手負責，且受災戶經濟無虞，故
結案。

 ◆ 2021.08.07 慈濟美國加州愛滿地聯絡處志工，於阿罕布拉高中（Alhambra 

High School）舉辦返校日發放活動，提供背包、學用品及新鞋、
二手書籍等，並予以現值卡，約幫助二百戶弱勢家庭學子。

 ◆ 2021.08.07 慈濟紐西蘭分會志工於7、8日前往奧克蘭帕帕托伊托伊社區
（Papatoetoe），關懷6月中旬龍捲風受災的十三戶家庭，了解生
活恢復狀況。

 ◆ 2021.08.08 今年度太平洋颱風季的第九號颱風盧碧，8月2日形成，從南海一
路往東北前進，朝向臺灣而來，然因環境場域不利其發展，6日
降為熱帶性低氣壓，但因與西南氣流互相影響，導致全臺各地降
下豪大雨。中央氣象局於6日上午10時發布「0806熱帶性低氣壓
及西南氣流豪雨事件」，提醒迎風面的西半部，以及金門、馬
祖、澎湖等地居民留意雨勢，做好備災工作，並於7日20時30分
解除該事件警報。
受到連日豪雨影響，高雄巿山區多處傳出土石流、道路坍方等災

馬來西亞吉打州新冠肺炎

確診人數遽增，慈濟志工

捐贈製氧機予居林醫院，

幫忙解決醫療設備短缺的

困境。圖片／慈濟馬來西

亞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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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其中甲仙工務段臺二十線「明霸克露橋」遭湍急溪水沖斷，
使得復興、拉芙蘭及梅山三個部落聯外道路中斷，約五百人受
困；而在六龜區，短時間累計總降雨量逾一千三百毫米，是繼
2009年莫拉克颱風以來的最大降雨，多處溪水暴漲，致使土石溢
流到馬路上，更沖入民宅。

慈濟高雄分會成立防災協調中心，8日動員六名志工前往六龜區勘
災，走訪中興里、新發里、大津里及興隆里，確認災情及鄉親們
的災損狀況。期間，志工巧遇前往勘災的高雄巿長陳其邁，請求
支援民生物資，馳援因交通中斷而受困的桃源區三個部落居民。
志工團隊返回高雄靜思堂後進行討論，決議初期以救急為主，先
提供糧食等民生物資，後續再行勘查，針對屋損輕重程度致贈慰
問金。時逢慈濟「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執行期間，
「安心生活箱」打包作業正在靜思堂如火如荼進行，團隊緊急從
中撥挪四十箱，於10日隨高雄巿長陳其邁前往桃源區勘災，由空
勤總隊黑鷹直升機送往災區。
同日，志工團隊前往六龜區，為二十三戶受災家庭送上急難慰問
金、白米及安心生活箱，其中生活箱部份，家庭人數五人以上
者，贈予兩箱；同時，也為國軍第四作戰區的派遣部隊官兵送上

慈濟志工前往六龜區關

懷受災戶，送上證嚴上

人祝福信、慰問金及安

心生活箱、白米。攝影

／鍾文英

慈 濟 訪 視 志 工 楊 明 薰

（ 左 ） 恭 敬 送 上 慰 問

金，為高雄巿六龜區的

水患受災戶加油打氣，

並傳達全球慈濟人的祝

福。攝影／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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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物資包，共計一百八十份，每袋物資含兩瓶運動飲料、兩個
麵包，以及香積麵、香積飯各一袋，慰勞他們的辛苦。
隨著前往山區的道路搶通，慈濟志工也開始深入茂林區、桃源
區、那瑪夏區，關懷受到此次災情影響的家庭。截至8月21日，
共為二十九戶受災家庭送上慰問金，志工動員累計七十九人次。

 ◆ 2021.08.08 馬來西亞吉蘭丹州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居高不下，慈濟馬來西亞
分會接獲衛生部請求，8日借出一百八十張淨斯多功能福慧床，
提供瓜拉吉賴醫院、日里醫院應急使用，另於22日提供三十臺
製氧機，支援哥打峇魯中央醫院、道北醫院、丹那美拉醫院等
五家醫院。

 ◆ 2021.08.08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進行兒童節愛心關懷行動，於8、9日在
拉格蘭哈市（La Granja）聖格雷戈里奧德喇沙學校（Colegio San 

Gregorio de la Salle）、市立幼稚園，致送含餅乾、優酪乳等食品
的愛心包及素食點心，予貧困家庭學童，共送出六十六份。

 ◆ 2021.08.08 瓜地馬拉慈濟志工於丘阿蘭喬市（Chuarrancho）公立小學
（Escuela Agusto Trujillo Alvares），分兩梯次為五百戶赤貧家庭
進行紓困發放，提供每戶十公斤臺灣農委會援外大米，及食用
油、砂糖、環保毛毯、醫療口罩等物資。

 ◆ 2021.08.08 慈濟美國新澤西分會接獲紅十字會訊息，協助關懷7月下旬卡特
雷特市（Carteret）公寓火災災民；本日志工探訪極弱勢受災家
庭，送上急難救助金及環保毛毯，予以祝福。

 ◆ 2021.08.08 荷屬聖馬丁新伯大尼教會部分成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陷入
失業困境而三餐不繼。慈濟志工接獲求助訊息，本日提供紓困物
資，由該會牧師協助轉送予一百五十戶家庭。

 ◆ 2021.08.09 慈濟馬來西亞霹靂支會設立新冠肺炎疫苗接種中心，於本日啟
用，計劃運作三個月，首日服務約四百人。

慈濟志工致送生活物資

予駐守災區的國軍，物

資送抵時，國軍弟兄協

助志工搬運物品。攝影

／鍾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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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09 印尼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快速上升，疫情嚴峻。慈濟基金會馳援

印尼抗疫，捐贈五千臺製氧機，由慈濟印尼分會與政府合作，
分送各地。慈濟志工於9日將其中五十臺製氧機，及五十支氧氣
筒，委請軍方送往勿里洞島（Belitung），以應當地醫院急需；
10日致送一百臺製氧機予武吉巴里杉軍區司令部，後續轉交給北
蘇門達臘省政府；12日捐贈製氧機、氧氣筒，予瓦希丁綜合醫
院（RSUP DR Wahidin Sudirohusodo）與司德拉馬里斯醫院（RS 

Stella Maris）。

 ◆ 2021.08.10 慈濟基金會長照推展中心與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共同主
辦「一一○年度護理機構照護品質提升計畫」，即日起至12月23

日，依「傳染病防治」、「安寧照護與法規」、「老人周全性評
估」三大主題，在臺北、臺中、花蓮慈濟醫院，以及萬芳醫院、
奇美醫院、成功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高雄巿立大同醫院舉辦教
育訓練課程。

 ◆ 2021.08.10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捐贈四十份學用品，予幸福校園計畫合作學校
⸺蘭蒂斯小學（Landis Elementary School）低收家庭學生，因
防範新冠肺炎，由校方代為接收。

 ◆ 2021.08.10 慈濟美國橙縣聯絡處於聖塔安娜市（Santa Ana）英雄小學
（Heroes Elementary School），為清寒學生發放背包及學用品等
物資。

 ◆ 2021.08.11 慈濟馬來西亞芙蓉聯絡處志工，於11、12日陸續前往森美蘭日叻
務醫院（Hospital Jelebu），及汝來室內體育館、波德申工藝學院
兩處隔離中心，捐贈醫療器材。

 ◆ 2021.08.11 美國德州新冠肺炎變異病毒株肆虐，疫情再度升溫。慈濟達拉
斯分會本日起陸續前往德索托（DeSoto ISD）、嘉倫（Garland 

ISD）、達拉斯（Dallas ISD）等學區校園，致贈醫療口罩、濕紙
巾及乾洗手液，協助師生防疫。

 ◆ 2021.08.12 約旦馬夫拉克省（Mafraq）為慈濟志工長期關懷的區域，其中距
離敘利亞邊境不到六公里的虎威賈村（Huweyja），居住著一群
敘利亞難民。慈濟約旦分會定期前往發放生活物資，並從2018年
12月開始補貼老師的薪水，讓難民孩童的教育能延續。由於當地
聚居的戶數已從原本的二十餘戶，繁衍至四十餘戶，孩童的人數
也隨之增加，原本充當教室的鐵皮屋，空間已不敷使用，慈濟志
工為提供孩子良好的學習環境，決定捐贈一間簡易教室及兩間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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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於本日舉行落成儀式。
慈濟志工在確定捐贈計畫後，旋即展開近一個月的前置工作，除
了頻繁地往來於安曼、虎威賈兩地之間，確認簡易屋、廁所的
製作進度之外，也委請長期合作的塔拉博特社區中心（Tarabot 

Community Center），為孩童製作二十五套課桌椅。該中心平時
即利用回收的木棧板，製作成各式家具，兼顧環保及耐用性，為
讓孩童上課時能坐得更舒適，並特地為課椅鋪上海綿坐墊。另
外，駐約旦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亦共襄盛舉，捐贈一批書籍，共
同為難民孩童的教育盡一分心力。

落成當天，慈濟志工邀請塔拉博特社區中心、駐約旦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人員一起為簡易教室剪綵。孩子們坐在嶄新的教室裡，
從志工及來賓手中接過新書，如過新年般歡喜。慈濟志工也在簡
易教室外，種下由友人捐贈的十二棵苦楝樹苗為此處增添綠意。
苦楝的阿拉伯語為Shamsiya，意指雨傘樹，眾人期許所有孩童能
如樹苗般成長、茁壯，日後成為庇蔭他人的大樹。

 ◆ 2021.08.12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捐助新冠肺炎專責醫院，本日前往士拉
央醫院，捐贈一萬件防護衣、一萬個面罩、一萬個口罩及二萬個
手套，紓解防疫物資短缺的困境。

慈濟約旦分會於虎威賈村

舉行簡易教室落成儀式，

志工一一為難民孩童送上

新課本。圖片／慈濟約旦

分會提供

約旦慈濟志工在虎威賈村

簡易教室的周圍，種下由

友人捐贈的苦楝樹苗，為

此處增添綠意，也期許孩

子們日後成為庇蔭他人的

大樹。圖片／慈濟約旦分

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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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12 馬來西亞吉打州鉛縣慈濟志工前往錫縣醫院（Hospital Sik），致

送病床及防疫物資，協助該院紓解醫療物資不足的困境。

 ◆ 2021.08.12 慈濟巴拉圭東方市聯絡處接獲臺灣駐東方市總領事館來訊，提報
明卡瓜蘇市（Minga Guazú）公立社保醫院（Hospital del Instituto de 

Prevision Social）婦科醫療設備短缺；志工前往拜訪評估後，本日
提供一臺超音波儀器，並與總領事張俊彬共同進行捐贈儀式。

 ◆  2021.08.13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志工13、24日分送電動醫療床，至居住無電
梯公寓的二戶家庭。前者案主八旬，長年失能臥床，由罹患小
兒麻痺的女兒照顧；後者案主為癌症患者、長期臥床，家屬尋
求急難救助，由區公所轉介至慈濟，經志工家訪後聯繫輔具平
臺提供援助。

 ◆ 2021.08.13 莫三比克馬普托卡曼庫羅社區12日發生火災，造成二十二戶無家
可歸。慈濟志工於13日勘災後，隨即前往收容中心為災民發放毛
毯、衣物、蚊帳等物品，另提供蔬菜、大豆及食用油等食物補給。

 ◆ 2021.08.14 阿根廷慈濟志工至奇爾美士區（Q u i l m e s）魯漢村（V i l l a 

Lujan），為當地助貧食堂送上食品，適值兒童節前夕，並送
上二手玩具，由食堂發送給孩童；另前往啟智收容所（Los 

Logros）提供麵條、餅乾、番茄醬等食物。

 ◆ 2021.08.14 美國洛杉磯慈濟志工自2020年9月起，持續在聖蓋博市（San 

Gabriel）加百利諾高中（Gabrielino High School）進行蔬果發放，
並自本年5月開始帶動恆豐銀行員工加入發放行列，本日出動志
工四十四人，共送出二百份。

 ◆ 2021.08.14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在嘉義巿展
開，本月捐助該巿一千二百六十六戶弱勢家庭安心生活箱、健康
蔬果箱。本日，執行長顏博文、巿長黃敏惠共同在慈濟嘉義聯絡
處進行捐贈儀式，並領眾參與打包。

慈濟巴拉圭東方市聯絡處

捐贈公立社保醫院一臺超

音波儀器，由院長馬丁內

斯（Martinez，右二）代

表接收，臺灣總領事張俊

彬（左一）也在場觀禮。

攝影／蔡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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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14 中國大陸福建省慈濟志工展開「新衣送愛青海行」行動，6月
18日起結合助學生與志願者團體，為青海省西寧市聾啞學校、
貴德縣福利院、互助縣東山小學、福利院及困難家庭，整理近
四千五百件新衣、三百一十雙鞋、六百一十四雙襪子，是日完成
打包作業，由貨運送往青海。

 ◆  2021.08.14 中國大陸湖北省隨州市11日受強降雨影響，造成多處淹水，慈濟
志工13日接獲隨縣慈善總會救災求助訊息，是日前往柳林鎮勘
災，與當地政府領導接洽，了解受災情形及評估後續援助方向，
並前往安置點關懷受災鄉親。

 ◆ 2021.08.15 臺南巿龍崎大坪里一戶民宅於7日發生火災，無人傷亡。慈濟志工
獲訊前往關懷，並致贈急難慰問金；是日動員六十人協助清掃。

 ◆ 2021.08.15 臺南巿慈濟志工於5月接獲衛生局提報，安南區一戶家庭，屋主
年近七十，其子因夫妻感情生變、自暴自棄，導致家中堆滿垃
圾，原訂的居家清掃活動，因新冠肺炎三級警戒，延宕至本日。

 ◆ 2021.08.15 美國加州7月中旬在首府沙加緬度（Sacramento）北方，約
一百五十英里的普魯默斯國家森林公園（Plumas National Forest）
及其周邊，爆發迪克西山火（Dixie Fire），由於氣候過度乾燥、
高溫，又遇強風吹襲等因素，使得火勢蔓延，加上火場山區陡峭
地形增加滅火難度，以致災後發生一個月，消防單位所能控制的
燃燒面積不到一半，造成至少一千棟建物全毀，超過萬棟建築面
臨威脅，九千多人被迫撤離，更不幸有打火英雄因此殉職。
由於偏遠山區城鎮嚴重損傷，慈濟北加州分會志工憂心災民情
況，8月11日前往重災區普魯默斯縣（Plumas County）昆西鎮
（Quincy）勘查災情，了解受災民眾需求；15日與當地慈善團體
天使基金會（Angels Among Us）合作，在該鎮一間輪胎行（Les 

Schwab Tire Center）大停車場前，以車隊流動的方式進行發放。

慈濟志工整理新衣時，常

會發現衣服鈕扣掉落，蘇

文聰（左一）便前往泉州

找尋合適的鈕扣機臺，教

導志工使用方式，提升修

補效率。攝影／鄭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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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除了接近災區的兩位溪口（Chico）慈濟志工投入外，還
有來自聖荷西、沙加緬度等地的志工，各自驅車奔馳三至五小時
前往支援。而志工體恤受災者有許多繁雜事務待處理，也不忍他
們在炙熱艷陽下等待太久，故預先簡化個人資料表填寫等發放流
程，減省時間，盡快將加油現值卡及環保毛毯等應急物資，遞交
至露宿在外，忍受日夜溫差的災民手中。
第一梯次發放結束後，志工緊接著又獲當地政府邀請，於19至23

日連續五天，進駐昆西鎮急難救助中心（Local Asistance Center）
展開第二輪賑災，前後幫助逾六百五十戶家庭，送出超過三百條
毛毯。
去年住在貝里溪鎮（B e r r y  C r e e k），遭遇北方複合山火
（North Complex Fires）的一對夫妻，原本已準備在格林維爾鎮
（Greenville）重建家園，豈料無情野火將小鎮燃燒殆盡，使兩
人再度一無所有；但令他們稍感慰藉的是，兩次災後，都看到慈
濟志工即時關懷的身影，給予現值卡以因應重新生活的各項支
出，也舒緩要駕車四處辦事的油資壓力。
而9月17日，志工再前往同樣受災的契斯特鎮（Chester），於當
地急難救助中心發放現值卡、環保毛毯等物資。迪克西山火未

美國北加州、沙加緬度等

地慈濟志工，於昆西鎮為

「迪克西山火」災民發放

毛毯等物資。受助民眾與

志工相互比出「讚」手

勢，彼此感恩與祝福。圖

片／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

提供

美國北加州、沙加緬度等

地慈濟志工，進駐昆西鎮

「迪克西山火」急難救助

中心，與其他慈善救援團

體交流災情資訊。攝影／

呂宛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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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慈濟志工關懷的腳步就不會停歇，即使是山路崎嶇的遠方，
只要災民需要，也期將愛心送抵，協助重返日常，不讓他們獨自
面對打擊。

 ◆  2021.08.15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15、29日，分別在普羅維登西亞市
（Providencia）及古里蒙鎮（Curimon）進行紓困發放，共幫助
四百戶。

 ◆ 2021.08.15 巴拉圭慈濟志工前往伊佩凱島（Isla Ype Kae）等地，為弱勢孩
童致送兒童節禮物，同時關懷貧病孤老，送上床墊、蚊帳等生
活用品。

 ◆ 2021.08.15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於8月15日、11月7日，在卡梅拉卡瓦哈爾
中學（Liceo Carmela Carvajal）分兩梯次為四百戶家庭舉辦紓困
發放，第二梯次並加開眼科義診，為學生配鏡，解決視力問題。

 ◆ 2021.08.16 臺南巿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於4月在仁德區太子
里啟動，5至7月間配合新冠肺炎防疫三級警戒暫緩，8月重啟；
是日，為八旬兩老相依家庭進行浴室止滑、安全扶手等居家安全
改善工作。

 ◆ 2021.08.16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與當地電腦公司（FIXMASTER）聯合贊助檳
州政府線上學習計畫，本日移交一百臺筆記型電腦予該計畫委員
會。這批電腦由該公司以優惠價讓學生借用，租賃費用由州政府
及慈濟承擔。

 ◆ 2021.08.16 海地西部半島於8月14日發生芮氏規模7.2強震，造成至少二千人
罹難，超過三百人下落不明，近十四萬棟建築毀損倒塌的災情。
慈濟基金會於臺灣時間16日起集結花蓮本會、海地、美國等慈濟
志工召開連線會議，研擬援助計畫；而當地慈濟志工，任職於海
外工程公司（OECC）海地分公司的張永忠，18日就先提供五百
條環保毛毯予民防保護局作為賑災物資，並於21日起親率本土志
工挺進南部重災區萊凱市（Les Cayes），了解受災情況。而本土
志工如濟神父（Father Zucchi Olibrice），也把教會學校兒童營養
午餐的備存糧食，先行調撥投入救災。
然而，海地慈濟志工畢竟人力單薄，且無大型災難動員救助經
驗；慈濟美國總會因地利之便，擔負成立賑災協調中心的重任，
並組成「2021慈濟海地地震賑災關懷團」（下文簡稱：賑災關懷
團），由資深志工陳健領隊，偕同邢敏、范婷及負責攝影紀錄的
門海梅（Jaime Puerta），9月1日抵達海地首都太子港，陪伴及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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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當地志工增進應對災害能力，同時傳承賑災經驗，期使他們未
來具備獨力承擔救災的量能。
賑災關懷團成員多曾經參與海地2010年強震救援行動，賑災經驗
豐厚，然這次最為考驗團隊的，並非仍然炎熱的天氣、擁塞的交
通，或訊號不佳的通訊等貧弱設備，而是治安危機及新冠肺炎
疫情。海地的社會安全，在2017年聯合國維和部隊撤軍後急轉直
下，幫派猖獗，且與政府強烈對立，就連軍警都難以鎮壓，加上
7月份海地總統摩依士（Jovenel Moise）才遭暗殺，詭譎多變的
局勢，讓賑災關懷團成員時時刻刻膽戰心驚，步步為營。
大震過後，原本黑幫承諾暫停火拼，開放從太子港到南部的
「人道走廊」，讓救難人員及救援物資能通過暴力橫行的馬帝
桑特（Martissant）等公路要道，但是，視法律為無物的幫眾頻
頻打破協議，讓與慈濟合作、負責採購物資的齊齊供應商（Gigi 

Depot），總要等待停戰的空檔才能派車，冒著被劫掠的風險，
運輸物資至萊凱市。

慈濟採買的首批賑災品項，有五千袋十二點五公斤裝大米，及
五千份糧食袋，內有豆子、玉米碎、義大利麵、食用油等，兩
袋物資總重超過三十七公斤，足夠六到八口之家一個月生活所
需。志工考量災區飲用水問題，食物之外，再加贈二十顆淨水錠
（Aquatabs®），約可淨化約一百加侖的水。身為海地人的慈濟
攝影志工凱辛雅（Keziah Jean）見之既驚又喜，因為有許多民眾
確實飲用了不潔之水而往生，淨水藥劑又難以購得，慈濟的設想
周全，讓她覺得非常貼心。
只是，這些齊備的賑災物資，卻因黑幫再次霸佔要道，無法於預
定時間到位。距離在萊凱市與慈幼修女會（Soeurs Salésiennes）
合作的首場發放只剩約四十八小時，且修女已將一千戶的發放單

齊齊供應商副總裁達絲卡

．班奈特（中），感動於

慈濟志工援助海地強震災

民的慈善濟助精神，傾全

力投入大米、糧食袋等物

資的籌備及運送。攝影／

凱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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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完成，鄉親們早已滿心期待著糧食的到來。為此，齊齊供
應商副總裁達絲卡•班奈特（Dashka Bennett）動用人脈四處探
詢，撥了無數通電話與當地商家聯繫，終於覓得一間可提供足量
物資的廠商，總算解決了配送問題。
慈濟基金會曾在8月26日與臺灣外交部、紅十字會合作，啟運捐
助的乾糧、寢具、衛生用品等二十五噸物資予海地政府，賑災關
懷團於9月7日出席完在慈濟海地會所倉儲舉辦的捐贈儀式後，旋
即動身南下，在午夜左右抵達萊凱市，凌晨再摸黑與修女等人完
成物資卸貨和整備工作。9月8日上午十時，發放如期展開，在政
府武裝員警的護衛下，受災鄉親依序入場。儘管物資並非先前備
妥的三十七公斤物資包組合，包裝甚至來不及貼上慈濟標誌，然
能順利依約完成這項近乎不可能的發放任務，都讓所有參與的賑
災人員大大地舒了一口氣。

 ◆  2021.08.16 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哥打丁宜縣政府醫院
面臨醫療器材、防疫物資短缺困境。慈濟哥打丁宜聯絡處於8月
16、18日及9月12、20日，陸續為該院送上站立式體溫感測器、
點滴架、心電圖機、氧氣流量計、口罩等物資，另提供餅乾、飲
品、尿布等，讓住院的新冠肺炎患者臨時急用。

 ◆ 2021.08.17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志工前往新竹市東區福德里，為罹患腦性麻
痺、多重障礙的案主，送上一張電動傾斜床；該案係二度關懷，
7月先送電動醫療床，後因醫師建議、案家再度申請，促成此次捐
贈。傾斜床屬特殊醫療輔具，平臺曾於4月致贈一張手搖傾斜床，
予新北巿三重區一案家，幫助長期臥床的案主改善排尿問題。

 ◆ 2021.08.18 慈濟基金會接獲新北巿立平溪國中請求，捐贈一百劑「威創
（VTrust）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供開學後來自弱
勢家庭的住宿學生篩檢使用。

「2021慈濟海地地震賑災

關懷團」於慈幼修女會綜

合學校，舉辦第一場發

放，慈濟志工奉上大米予

修女代表。攝影／凱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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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18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18、20日於社區（Alfonzo Locayo、Humano）

進行訪視關懷，並提供每戶家庭醫療口罩，以防範疫情；另為赤
貧的六戶發放糧食包。

 ◆ 2021.08.19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志工19、20日走訪臺東縣關山鎮二戶受贈輔具
的家庭，關懷電動醫療床、便盆椅及四腳助行器等使用情況，及
檢查其安全性。

 ◆ 2021.08.19 斐濟共和國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加上農作歉收，致困難家庭生計
無著。慈濟基金會接獲聖文森修女院求援，本日起為四個村莊的
貧困家庭發放糧食。這是慈濟首度在該國進行慈善援助。

 ◆ 2021.08.20 高雄巿慈濟志工關懷三民區安寧里寧夏街一位獨居長者，案主南
先生年近七十，定期回診腦功能暨癲癇科，志工訪視發現其居住
環境不佳，遂在4月多次協助修繕，期間又發現冰箱故障，於疫
情三級警戒降級後，本日致贈全新冰箱一臺。

 ◆ 2021.08.20 香港慈濟志工前往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為街友送上素食便
當、水果、甜湯及餐券，並與他們談天、了解生活狀況。

 ◆ 2021.08.21 越南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慈濟越南聯絡處接獲西寧省來
函請求援助，於本日提供手套、口罩、洗手液各一萬件，及
三千二百五十份大米等生活物資，由當地組織協助分送給困難
家戶。

 ◆ 2021.08.22 紐西蘭奧克蘭8月發生新冠肺炎社區感染，實施封城管制措
施。慈濟紐西蘭分會於22日捐贈防護面罩，予瑞米耶拉小學
（Remuera Primary School）、奧克蘭醫院癌症病患，另於28日為
一戶困難家庭發放食物包。

 ◆ 2021.08.23 慈濟印尼分會自本日起展開「慈濟關心、共善共行」熱食發放活
動，向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餐飲業者訂購素食餐，發放給經
濟狀況不佳的居家隔離者、清潔人員及出租車司機等。

 ◆ 2021.08.23 尼泊爾慈濟志工於瑪希納區，為當地貧困家庭提供糧食發放，共
有三百九十八戶家庭受益。

 ◆ 2021.08.23 慈濟基金會印度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是日由本土志工士楊
（Vivek Kumar）邀請家人及當地人士，在比哈爾省（Bihar）菩
提迦耶（Bodhgaya），為三百位無固定居所的雲水僧發放糧食、
口罩、淨手液及洗衣粉等物資。

 ◆ 2021.08.24 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持續增加，醫療量能緊繃。
新山、笨珍、居鑾等地慈濟志工，進行醫療物資援助行動，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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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8日分別前往笨珍北干那那移民局、笨珍衛生局，致送口罩、
面罩等防疫用品，並捐贈三臺高流量氧氣鼻導管呼吸機，以及
一千八百五十個N95口罩，予班蘭醫院；24日則捐贈十套病床、
十套氣墊及一臺高流量氧氣鼻導管系統，予居鑾醫院。

 ◆ 2021.08.24 巴拉圭新冠肺炎疫情趨緩，東方市慈濟志工於公立地區醫院
（Hospital Regional Ciudad del Este），進行本年度最後一次防疫
物資捐贈，提供防護衣、手套、口罩等醫療用品。

 ◆ 2021.08.26 加拿大溫哥華慈濟志工捐助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清寒學
童書包及文具用品，迄今九年，本次共幫助一百八十八戶低收家
庭，因防範新冠肺炎，由該會代表接收；另捐贈加幣六千元予該
會幼童托兒中心，購買食物、尿布等必需品。

 ◆ 2021.08.26 慈濟基金會馳援海地強震災民，與臺灣紅十字會合作，分別募集
乾糧、寢具、衛生用品等賑災物資，由外交部協助運送，本日於
桃園國際機場舉行「海地814地震賑災物資啟運儀式」；其中，
慈濟捐助近三噸香積飯，及一百張淨斯多功能福慧床。

 ◆ 2021.08.27 慈濟基金會援助中國大陸安徽省銅陵市義安區安平慈濟學校修繕
工程，整修受2020年7月汛期水患浸泡的校舍、加強校園排水設
施，以及增建一座籃球場，自6月5日施工，是日驗收完成。該校
為慈濟於1995年汛期水患後援建，1997年8月落成啟用。

 ◆ 2021.08.27 慈濟印尼萬隆聯絡處與邦賀噶爾有限公司（Panghegar Mitra 

Abadi）合作，在該公司經營的加油站發放三百份愛心大米，予
機車宅配員及公車司機。

 ◆ 2021.08.28 慈濟基金會因應臺灣疫情三級警戒、為弱勢學童開辦的「青年
線上伴學趣」計畫，27日圓滿。是日，執行長辦公室偕同行政協
調、教師諮詢、課務團隊及大學伴等，透過視訊連線，向證嚴
上人分享成果與心得，以及未來發展方向；葉丙成教授亦應邀上

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熊士

民（右二）代表，參與

「海地814地震賑災物資

啟運儀式」。圖片／外交

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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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說明計畫對於學童暑假閱讀素養、學習動力的影響性。

 ◆ 2021.08.28 美國華盛頓州塔克維拉（Tukwila）一處公寓，17日發生嚴重大
火，並造成傷亡。慈濟西雅圖支會隔日前往勘災，24日進駐社區
中心，為災民提供需求登記並予以關懷，本日發放現值卡等物
資，共幫助二十二戶。

 ◆ 2021.08.29 巴西聖保羅慈濟志工，於伊坦波里斯塔（Itaim Paulista）進行首
次物資發放，為五十戶貧困家庭提供大米、麵條、食用油、鹽
等，及七十雙運動鞋與兩百個口罩。

 ◆ 2021.08.30 慈濟基金會「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與高雄巿政府
合作，提供「安心生活箱」、「健康蔬果箱」及白米，共同照護
學童暑假飲食健康與營養。本日，在市府四維行政中心舉行「守
護學童、健康關懷」捐贈儀式。

 ◆ 2021.08.30 臺南巿新營區慈濟志工、慈警會成員一行二十二人，前往臺南市
警察局捐贈由靖彩科技有限公司研發製造的不織布醫療用口罩二
萬片，口罩顏色配合警察制服，並印製「Police」圖案，慰勞警
員辛苦。

 ◆ 2021.08.31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的李察王子大廈其中一戶於25日發生火災，
無人傷亡。慈濟志工本日在仁德區公所邀約下，與區公所祥和志
工隊、臺南市愛馨慈善會成員，一起為案家清掃火場環境。

 ◆ 2021.08.31 慈濟基金會捐建臺東縣立豐田國民中學一棟全新學生宿舍，提供
校內足球隊、籃球隊及流行音樂專班學生住宿使用，關懷偏鄉弱
勢學子。本日，在該校體育館舉行捐建儀式，由縣長饒慶鈴及慈
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代表簽署意向書。

豐田國中創立於1980年，學區涵蓋臺東市豐年、豐田、新園、康
樂四個里，以及卑南鄉太平、泰安、利嘉、東興等村，現有十個
班級，包括資源班一班、體育班三班、普通班六班，學生近二百
人；學生家長的職業以農工為多。校園佔地四點一公頃，校舍有

慈 濟 基 金 會 捐 建 豐 田 國 中

學 生 宿 舍 ， 由 縣 長 饒 慶 鈴

（ 中 ） 及 慈 濟 副 總 執 行 長

林 碧 玉 （ 右 ） 代 表 簽 署 意

向 書 ， 教 育 部 督 學 蘇 德 祥

（左）見證。攝影／羅庭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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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教室十二間、專科教室十四間，還有教職員辦公室十一間，
及會議室、圖書室、體育館、標準PU綜合球場等。
因教育部於2006年頒布高級中學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鼓勵
學校設置體育班，網羅並培育優秀運動人才，豐田國中遂於2010

年成立體育班，現有足球、籃球兩支校隊，近年來在各大賽事
屢創佳績，2019年奪得泰國斯巴達盃青少年足球賽U14組冠軍、
2020年摘下中等學校足球聯賽國中男生組十一人制冠軍，以及主
委盃籃球錦標賽冠軍等。

慈濟基金會因「原鄉弱勢學童營養早餐補助計畫」，與豐田國中
結緣，於一○五學年度上學期共補助二十二位學生早餐費用。
爾後，校長張傑、總務主任蘇揚志向慈濟表明學校足球隊經費拮
据，縣府為強化足球運動的優秀表現，自一○六學年度起，將各
國小畢業的優秀選手，集中到豐田國中就讀，並採集中訓練方式
培育人才，雖有縣府補助及各界善款挹注，但仍不足以支應，希
望慈濟能補助球隊餐費。
慈濟自2017年起，每年補助豐田國中足球校隊的團員餐費與訓練
費，協助該校培育體育人才；膳食供應部份，與學校團膳業者、
附近自助餐店和早餐店配合，於上課日期間提供早、晚餐，而假
日和寒暑假訓練期間則供應三餐。足球隊的孩子們除了精進體育
技能外，也會利用時間做志工服務，包含到環保站做資源分類，
或到臺東仁愛之家等機構關懷長者，又或是掃街敦親睦鄰等。
2020年7月27日，臺東縣縣長饒慶鈴、教育處處長林政宏等人，
以及豐田國中校長洪文政、總務主任蘇揚志、教練楊志明帶著足
球隊隊員，在基金會慈發處主任呂芳川等人陪同下，來到靜思精

慈濟基金會臺東縣豐田國中學生宿舍捐建儀式，在豐田國

中體育館舉行。攝影／羅庭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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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拜見證嚴上人，並獻上足球及隊員合影照片，感恩慈濟自2017

年起補助球隊餐費等，讓他們能安心訓練與參賽。座談之際，縣
府與校方提及校隊球員住宿的克難，期慈濟能伸援，幫助他們改
善住宿環境。

豐田國中兩支校隊，現約有五十位球員，採住校集中管理及訓
練，其住宿空間由工藝教室改裝而成，教室中放置多張上下鋪雙
層床，每兩組床中間設有四個單門長鐵櫃，供學生放置私人物
品，整體空間狹小、設備簡陋；因室內空間有限，盥洗、洗衣、
曬衣等只能設在戶外，衛浴間是由貨櫃改建而成，共有五間，
另有簡易式面盆，學生必須輪流盥洗，常常最後一位孩子洗好都
已是夜間11點，環境實為克難。此外，二樓宿舍的樓梯也非常老
舊，安全堪慮。
證嚴上人當下允諾捐建，後由慈濟基金會營建處偕同慈發處職
工，著手進行場勘、了解需求，並找來郭漢隆建築師負責設計。
此次援建的宿舍，規劃設計兩層樓建築物，設有二十一間學生寢
室，可容納八十四張床，另有教練及舍監寢室五間，同時設有學
生餐廳、配膳室、閱覽室、淋浴間等多用途空間。
捐建儀式上，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表示，臺灣愛心人很
多，而慈濟伸援豐田國中，最期待的是想要陪伴孩子們成長，
希望人人未來都是國家的棟梁，懂得回饋社會。縣長饒慶鈴致詞
時，再次感謝慈濟捐建豐田國中學生宿舍，同時也允諾縣府會傾
全力，將豐田國中打造成臺東縣足球運動培訓，以及原住民流行
音樂推展的搖籃。

 ◆ 2021.08.31 艾達颶風（Ida）8月底生成於加勒比海南端，29日以每小時約
二百三十公里風速的四級颶風之姿，登陸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入
美後雖於二十四小時內減弱成熱帶風暴，然餘威猶存，持續朝美
國東北蹂躪，不僅帶來暴雨，甚至引發龍捲風，致東南部各州多

豐田國中足球隊隊員獻上足

球及隊員合影照片給證嚴上

人（右），感恩慈濟自2017

年起補助球隊餐費等，讓他

們能安心訓練與參賽。圖片

／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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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城鎮淹成一片水鄉，建築、公共設施嚴重毀損，造成至少六十
人死亡，上百萬戶停電缺水的災情。
由於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市（New Orleans）災後全城斷電、
缺水，當局並發布洪水警告，致使該市杜蘭大學（T u l a n e 

University）緊急將學生疏散至德州休士頓安置。31日，德州慈濟
志工接獲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通報，邀請共同協助自該
校撤離的臺灣留學生；志工旋即備辦，當晚就送出了第一份現值
卡，及內含盥洗、防疫用品的緊急生活包。
儘管道路尚未開放，德州分會志工無法前進災區關懷，仍積極與
其他救援組織聯繫交流，期能及時把握安定災民身心的援助機
會；9月1日，分會在向休士頓紅十字會表達支援意願後，是日便
依需求，送交二百條環保毛毯、一萬片罩等物資予對方代表，以
因應救災。爾後，德州分會持續追蹤、關注受災地區所需；9月
底，志工接獲美國總會轉發的緊急援助訊息，得知路易斯安那州
有一越南裔移民社區受颶風重創，不僅要面臨重建的經濟負擔，
也陷入缺糧困境。然社區裡的長者卻難以適應紅十字會提供的西

德州慈濟志工與駐休士

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合作，關懷為避艾達風

災，撤離至休士頓的杜

蘭大學臺灣留學生，為

其致送現值卡及緊急生

活包。攝影／林詠欣

美國德州慈濟志工於

紐奧良，為遭遇艾達

風災的越南裔弱勢社

區家庭發放大米。志

工協力在外包裝貼上

慈濟標籤。攝影／吳

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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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飲食，該會只好將援助項目轉介給慈濟，期能圓滿對亞裔族群
的服務。
德州分會旋即聯繫「路州西岸越南長者協會（The Vietnamese 

Seniors of Westbank LA）」，了解他們的米食需求是茉莉香米，
然全球貨物供應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供需失衡，志工鍥而不
捨地洽詢多家廠商，終於覓得一間可提供七百袋，每袋約二十五
磅重香米的供應商。德州慈濟志工順利於10月23日與「路州西岸
越南長者協會」完成發放，除了捐贈大米，也送上紅十字會支援
的紅豆，約五百戶越裔長者家庭受益，並嘉惠鄰近泰國寺廟僧
侶、邊遠漁村受災戶，及教會關懷的難民家庭。

 ◆  2021.08.31 馬拉威慈濟本土志工持續進行社區關懷，得知齊拉文尼
（Chilaweni）有二十五位學生因無力繳納學費，面臨輟學，遂
展開募心募款，募得十五萬克瓦查，於本日前往學校為其繳清
學費。

九月
 ◆ 2021.09.01 慈濟基金會海地地震援助行動，高雄慈濟志工本日至岡山志業園

區，協助六千三百條環保毛毯裝櫃，5日出關航運至海地；另，
同日臺南志工也至工廠，進行五百零六張淨斯多功能福慧床裝櫃
作業。

 ◆ 2021.09.02 慈濟基金會捐贈「威創（VTrust）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
劑」五千劑予慈濟大學、五十劑予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支援
開學防疫篩檢措施。

 ◆ 2021.09.02 桃園巿八德區慈濟訪視志工偕同水電師傅，前往吳姓照顧戶家，
一來送中秋禮盒、關懷其生活，二來協助在樓梯和浴室安裝安全
扶手。案主單親，與罹患重病的大兒子同住，自身患有肺癌，醫
藥費負擔沉重，生活陷入困境，經社會局提報，慈濟一個多月前
接案關懷。

 ◆ 2021.09.02 中國大陸河南省7月發生汛期水患，多處房屋與農田受損嚴重，慈
濟志工除給予急難物資外，並關心受災鄉親生活情形。志工接獲
衛輝市城郊鄉鄉政府求援訊息，當地有善心廠商捐贈化肥，但仍
短缺三百四十袋，希望慈濟能夠協助。經過志工與廠商溝通後，8

月31日化肥運抵東天平村，9月2日完成發放，幫助農民復耕。
志工4至6日，陸續前往衛輝市城郊鄉、頓坊店鄉、上樂村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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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偕同當地幹部，探訪由鄉鎮政府提報的困難家庭及大學生，
關懷他們的生活情形。經過評估後，19、20日於三鄉鎮舉行助學
金捐贈儀式，共幫助三百七十位大學生，減輕家庭負擔。
另一方面，新密市平陌鎮也是此次水災受創嚴重的鄉鎮之一，志
工於8月23日為楊裡溝村房屋受損嚴重的十一戶鄉親發放急難安
居補助金後，9月2、3日偕同村幹部進行秋令發放入戶訪視，共
關懷一百六十七戶困難家庭。
12、13日再度前往平陌鎮，舉辦秋令物資發放，於耿堂村、牛嶺
村、白龍廟村、龍崗村、劉溝村、楊裡溝村等六個村莊，為近
二千七百戶鄉親送上大米、食用油等物資，其中四百零六戶弱勢
家庭，另贈毛毯、生活包，以及祝福金。

 ◆ 2021.09.02 約旦慈濟志工長期關懷約旦河谷地區的貧困家庭，除固定前往
發放糧食等生活物資外，也為學童致送學用品，是日分別在法
努西村阿布呼小學（Abu Haul Elementary School）、阿茲瓦村
漢薩小學（Alkhansa Elementary School）、卡瑞瑪村法蒂瑪小學 

（Fatima Alzahra Elementary School）等地，進行文具用品發放，
共九百位學童受益。

慈濟於新密市平陌鎮

舉 辦 的 秋 令 物 資 發

放，志工以感恩與尊

重的心，向鄉親送上

毛毯等物資。攝影／

吳山工

約旦慈濟志工帶著慈

心之家的孩子，打包

二 千 五 百 份 文 具 用

品，為開學期間發放

做準備。圖片／慈濟

約旦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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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約旦分會本年度計劃在九月開學期間，發放二千五百份文
具用品。打包工作於8月23日在收容敘利亞單親家庭的「慈心之
家」進行，由慈濟志工、社區志工，及慈心之家的十位孩子、老
師及義工共同參與。大家將鉛筆、蠟筆、筆記本、橡皮擦及削鉛
筆器等物品，逐一放入包裝袋中，用心地將每份物資包得整整齊
齊，希望學童們能感受到大家的愛與誠心，雖然打包至晚上九時
才大功告成，但人人都滿懷歡喜。發放當天，慈心之家的五位媽
媽也跟著慈濟志工前往河谷地區，參加發放，親手將祝福送給孩
子們。

 ◆ 2021.09.02 阿根廷慈濟志工捐贈二手牙科儀器、消毒箱、體重機，及一
萬個口罩予貝納醫院（Hospital General De Agudos Jose Maria 

Penna），舒緩院內醫用設備缺乏困境。慈濟基金會於1993年曾
捐助該院一臺呼吸器，2020年起因新冠肺炎疫情再度結緣，多次
提供醫療物資協助防疫。

慈濟約旦分會於河谷

區進行學用品發放，

志工為阿茲瓦村漢薩

小學的學童送上文具

用品。圖片／慈濟約

旦分會提供

阿根廷慈濟志工將一

臺十多年前受贈、用

於義診的牙科儀器，

轉贈予貝納醫院，另

捐助消毒箱、口罩等

醫療物資，幫助醫護

人員對抗疫情。攝影

／鍾貴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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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9.03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前往桃園國際機場，與衛福部長陳時
中、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張淑芬等人，共同迎接首批送達臺
灣的九十三點二萬劑輝瑞疫苗（BNT）。

 ◆ 2021.09.03 慈濟基金會「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在花蓮縣卓溪鄉展
開，約有二百戶弱勢長者家庭提報申請。3、4日，慈發處主任呂
芳川偕同職工、社工，先至古楓村家訪，實地評估居家安全修繕
需求。

 ◆ 2021.09.03 印尼蘇拉威西島（Sulawesi）於2018年9月發生芮氏規模7.5強震，
引發海嘯，靠近震央的巴路市（Palu）受災嚴重。慈濟印尼分會
結合國軍及金光集團黃奕聰基金會、印多福食品公司等單位，進
行重建造鎮計畫，分別於巴路市、希吉縣（Sigi）興建大愛一村
及大愛二村，於2020年完工，居民也陸續遷入，然而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啟用典禮延至本日舉行。印尼國軍總司令哈迪•查延
多、中蘇拉威西省長魯斯迪、巴路市長哈迪安多、企業代表與慈
濟志工均出席剪綵，一同為居民送上祝福。
巴路市和希吉縣的大愛一村及大愛二村，各規劃有一千五百戶、
五百戶永久屋。大愛一村佔地四十五公頃，設有學校、綜合活動
中心等公共設施，讓居民能就近求學及舉辦各種社區活動。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

博文（右四）代表，

前往迎接首批送抵臺

灣的輝瑞疫苗。圖片

／公傳處提供

慈濟印尼分會結合國軍

及企業，援建的巴路大

愛一村，共有一千五百

戶永久屋，及學校、綜

合 活 動 中 心 等 公 共 設

施。攝影／Clarissa Ruth 

Octavianad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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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巴布亞省（Papua）查亞普拉縣（Jayapura）聖塔尼地區
（Sentani），於2019年3月間發生水災與土石流，慈濟再度與政
府及企業攜手，為災民援建的巴布亞大愛一村，三百戶永久屋歷
時兩年完工，9日也在查亞普拉縣長、慈濟志工、居民代表共同
見證下，正式啟用。

 ◆ 2021.09.03 獅子山共和國自由城博梅社區（Bomeh）於8月上旬發生火災，
造成三十戶房屋全毀。慈濟基金會與獅子山扶困專案合作機構明
愛會（Caritas）等單位，於9月3日為災民發放糧食、日用品等生
活物資，及學用品，並採以工代賑方式邀請居民投入發放工作，
共一百零五人次受益。

 ◆ 2021.09.03 美國加州埃爾多拉多縣（El Dorado County）8月14日爆發卡爾多
山火（Caldor Fire），因當地濕度低又伴隨風勢助長，燃燒面積
急速擴大，除導致鄰近國家森林及五十號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封閉
外，更跨越內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朝知名景點「南太浩
湖（South Lake Tahoe）」方向蔓延，9月初，焚毀面積已逾二十
萬英畝，超過六百棟房屋遭遇火劫，至少二萬居民被迫撤離。
北加州沙加緬度（Sacramento）慈濟志工8月下旬展開勘災行
動，前往災民收容所關懷，30日進駐災區急難救助中心，提供援
助服務，緊接著於9月3、4日為災民發放現值卡，並送出二十條
環保毛毯，幫助二百六十五戶家庭。
急難救助中心成立時，慈濟志工是眾多援助組織中最早進駐的團
體，場地設在佛森湖大學埃爾多拉多校區（Folsom Lake College

⸺El Dorado Center）的健身中心，因室內空間有限，志工為使
發放流程更順暢，特別將工作站移到戶外，方便災民登記資料與
領取補助。

北加州慈濟志工在埃

爾多拉多縣，為卡爾

多山火災民發放現值

卡 、 環 保 毛 毯 等 物

資，同時聆聽他們訴

說山火帶來的傷痛。

攝影／廖瓊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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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活動現場有許多來自灰熊社區（Grizzly Flats）的災民，該
社區是受卡爾多山火波及的重災區，原本有著約一千戶家庭，
林木蓊鬱的地方，如今在祝融肆虐下幾近全毀，觸目盡是焦土
灰燼、斷垣殘瓦。一位單親媽媽噙著淚水向志工表示，她用積
蓄打造的美麗家園，因這次火劫而灰飛湮滅，所幸在短時間內
獲得物資幫助，讓她感受到人間有愛、慈悲與希望，也更有堅
強而起的力量。
另一位在現場以西班牙語為母親充當翻譯的八歲小女孩，臨去前
向志工說：「我知道自己長大要做什麼了，我要跟你們一樣做個
能幫助人的志工。」在山火威脅尚未解除的9月初，志工期許物
資援助與心靈關懷，能滋潤災民無助的心，同時也在他們心田栽
植美善種子，迎向更美好的未來。

 ◆ 2021.09.04 彰化巿慈濟志工偕同民眾，一行二十七人為梁姓照顧戶搬新家，
因舊址在八卦山區安溪路五百九十一巷的林道階梯上方，眾人以
接力方式逐項將物品搬運至貨車上，並運往福山街新住處。

 ◆ 2021.09.04 中秋佳節將至，全臺慈濟志工總動員，打包中秋祝福禮，分送至
關懷個案、獨居長者及弱勢家庭。本日，新北巿志工走訪貢寮區
多戶家庭，送上中秋禮盒，並貼心致贈一盒口罩；澎湖志工則於
10至12日走訪十九戶家庭送暖，關心他們生活狀況。

 ◆ 2021.09.04 慈濟柬埔寨聯絡處與柬埔寨國家兒童理事會（Cambodia National 

Council for Children）合作，於特本克蒙省（Tbong Khmum）進行
紓困發放，為二百戶貧困家庭送上大米、食用油、日用品、毛毯
等物資，並致送書包、文具予二百三十位學生。

 ◆ 2021.09.04 慈濟紐西蘭分會捐贈二十組護目鏡、八十個防護面罩，予奧克蘭
中區聯合診所（The Doctors Greenlane），提供醫護人員防疫使用。

慈濟志工走訪獨居長

者等弱勢家庭，關懷

其生活狀況，並送上

祝福禮，預祝他們中

秋佳節愉快。攝影／

張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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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9.04 墨西哥中南部莫雷洛斯州（M o r e l o s）特拉亞卡潘市

（Tlayacapan），9月初因暴雨淹水，超過一千五百人受災，三百
多棟建物毀損。墨西哥市、荷呼特拉（Jojutla）本土慈濟志工，
本日起組成勘災小組至災區關懷，並將募集的毛毯、二手衣等救
災物資，捐贈當地政府統籌分送。

 ◆ 2021.09.05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於5、12日，分別在阿萊馬納鎮（Villa 

Alemana）及洛普拉多市（Lo Prado），為四百戶弱勢長者與貧困
家庭進行紓困發放，協助度過疫情難關。

 ◆ 2021.09.05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結合新加坡善心人士，進行糧食物資發
放，幫助逾二百戶生活陷困的難民家庭。

 ◆ 2021.09.05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為福建省廈門市同安區洪塘鎮陳姓助學生家庭
修繕房屋，包含裝設屋頂隔熱層、衛生設備、更換傢具等，自7

月25日規劃施作，本日完工，改善屋內悶熱與如廁不便的困擾。

 ◆ 2021.09.06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四川省涼山州喜德縣開展校園健康淨水計
畫，第二梯次飲水設備，在四個鄉鎮共十一所學校安裝完成，計
五千七百六十位學生受益。

 ◆ 2021.09.06 慈濟馬來西亞芙蓉聯絡處志工前往芙蓉中央醫院，致送手套、面
罩、隔離衣等共四萬五千件防護用品，此為慈濟第五次捐贈醫療
物資予該院。

 ◆ 2021.09.06 加拿大列治文慈濟志工林成哲父女運用二手建材，為加拿大分會
愛心農園免費搭建育苗室，本日啟用，由分會執行長唐嘉濱代表
致贈感謝狀。

 ◆ 2021.09.07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7日起至28日，於Brisas del Carmen、Alfonzo 

Locayo、Buena Vista等社區，為弱勢家庭孩子進行熱食發放，並
舉辦兒童節慶祝會，或靜思語教學、衛教宣導等活動。

 ◆ 2021.09.07 美國加州聖伯納汀諾縣萊陀溪鎮（Lytle Creek）8月底遭「南方山
火（South Fire）」侵襲，波及超過十棟民宅、建物。慈濟美國總
會本日為九名住宅被毀的屋主，發放現值卡，及口罩、環保毛毯
等應急用品，並提供自由取用的即食餐點、二手衣物等物資。

 ◆ 202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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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嘉堡聯絡處，為來自中東地區的
低收入家庭兒童，致送背包、學用品等物資，共幫助二十九戶。
慈濟與該中心合作為貧困學童發放逾六年，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
情暫停，本日重啟。



345

年
表
慈
善

 ◆ 2021.09.08 美國紐約州9月1日深夜受艾達（Ida）熱帶風暴強襲，降下時雨
量三點一五吋的強降雨，使得紐約市排水系統超出負荷，造成
街區、地鐵、民宅、地下室嚴重淹水，更有民眾躲避未及而往
生。皇后區是這次暴雨的重災區，原本大雨來臨就容易積水的低
窪處，這次幾乎無一倖免，幾位住在該區的法親家人也淪為受災
戶，天災當晚，慈濟紐約分會志工即透過手機通訊軟體，聯繫關
懷，了解受災情況。
隔日，慈濟紐約分會志工在雨過天晴、積水消退後，立即接力協
助受災的法親家人清除家園淤泥、泡水家具，也致電關心住在地
下室的十多位照顧戶，並前往訪視，按需求致送二手床墊、置物
櫃等應急的生活物品。紐約市此次經歷的是破紀錄的急降雨，分
會成立急難救助中心後，旋即啟動勘災家訪、複查造冊等作業，
期能盡速幫助災戶暫度難關。尤其地下室租客損失最為嚴重，他
們多為無證移民或低收入家庭，較難領取房屋保險賠償或市府
相關補助，故分會優先將之列入救助對象，陸續於9月8、11、18

日，在位於皇后區法拉盛（Flushing）的會所舉辦發放，提供現
值卡及環保毛毯、五穀粉等物資。

許多災民劫後餘生，回想起生死交關之際的驚心，依舊餘悸猶
存、驚魂未定，面對未來更是茫然無措⸺要處理發霉的牆面、
變形的地板，還要重添衣物、重購家具，或另覓新居等，林林總
總都叫人身心俱疲。志工尤其了解泡過水的寢具即使經過反覆洗
曬，撲鼻的霉味仍難以盡除，故發放清單中貼心準備全新棉被，
讓災民得以好好入睡，養精蓄銳，踏上再生之路。截至第三場發
放為止，紐約分會已幫助一百二十九戶；另外，志工也評估將當
中的低收入戶、年老長者列入長期關懷個案。即使風災的急難救
助告一段落，這些弱勢家庭還有慈濟的一路扶持，長久陪伴。

艾達颶風8月底侵襲美國東

岸，造成紐約市嚴重水患。

慈濟志工在重創的皇后區

為災戶提供物資，並懷著不

忍之情，予以災民溫暖的擁

抱。攝影／林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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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9.08 香港香格里拉飯店集團本日捐贈九百盒月餅，予慈濟香港分會，

後續將連同慈濟食物包，分送給新界、九龍各區的低收入家庭與
街友等弱勢鄉親。

 ◆ 2021.09.10 中央氣象局10日5時30分發布強颱璨樹海上颱風警報，慈濟基金
會8時30分成立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各地協調中心相繼成立，
全臺志工進行防備災警戒；13日，颱風警報解除，總指揮中心於
7時撤站。

 ◆ 2021.09.10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志工前往新北巿新店區環河路一戶案家，致送
電動醫療床、氧氣瓶，供出院居家療養的長者使用。該名長者日
前自臺北慈濟醫院出院，透過院方提報，再由平臺提供服務。

 ◆ 2021.09.10 慈濟印尼分會捐贈一輛救護車，予印尼特種部隊教育訓練中心
（Pusdiklat Kopassus），協助軍方提升對民眾及軍人的服務。

 ◆ 2021.09.10 慈濟美國喜瑞都聯絡處9月10日至12月11日，每週舉辦兩堂手縫
課程，邀請志工、慈青、慈少及會眾參與縫製布娃娃，作為冬令
發放時，贈予兒童的結緣品。

 ◆ 2021.09.10 由美國慈濟志工組成的「2021慈濟海地地震賑災關懷團」（以下
簡稱：賑災關懷團），9月初在萊凱市（Les Cayes）圓滿了與慈
幼修女會（Soeurs Salésiennes）合作的首場發放後，齊齊供應商
（Gigi Depot）協助慈濟採買、貼著慈濟標籤的大米及糧食袋陸
續全數運抵該市。賑災關懷團緊接著在10、11日，分別與明愛會
（Caritas Ayiti Haiti）及慈幼會（Salésien de Don Bosco）攜手，共
完成二千二百五十戶的發放，局部性地緩解了災區民眾生活燃眉
之急。
而其中一場發放，志工除了給予災民食用物資，另提供一瓶清潔
劑。這瓶清潔劑係由本土志工詹姆斯•歐森（James Ocean）製
作；其大學主修工業化學，具備相關調配知識，在賑災關懷團
抵達海地之前，便已自掏腰包五十六美元，在家動手調製了約
一百六十瓶，預計分送給災戶，讓他們可以用於洗衣、洗碗等，
維持個人清潔，杜絕災後因為環境髒亂，新冠肺炎疫情等疾病蔓
延的可能。
詹姆斯坦言，本來製作清潔劑可以用來販售牟利，但看到證嚴上
人每日開示記掛著全球天災人禍，一再叮嚀慈濟志工要心懷大
愛，想到強震災民生活的艱困，因而決定捐助，幫助鄉親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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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災關懷團領隊陳健獲悉此事後，特別撥款五百美元，贊助詹姆
斯帶動其他本土志工協力製作約一千五百瓶，作為賑災物資。

另外，賬災關懷團此行除了陪伴海地志工籌備發放外，還兼及培
訓本土志工的重要任務，傳承賑災經驗，讓他們得以在日後承擔
更多、更難的救援行動。培訓課程分別在9月4、13日舉行，第一
堂著重鞏固慈濟慈善精神理念，第二堂則以關懷個案的訪視要領
為主，並鼓勵學員回饋當地推動慈濟志業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課程內容也包含學習如何烹煮慈濟香積飯；志工仔細地向學員
講解沖泡或水煮的用水比例，並分享香積飯作為賑災用途的研
發因緣，期待學員未來可以成為災區熱食發放的種子志工。志
工不只在培訓課教授，也於9日前往慈幼會綜合學校萊凱職訓中
心指導學生，並在當天啟動一場小型熱食發放，照顧校園附近
帳篷區的災民；20日起，職訓中心正式展開熱食供應服務，截
至10月22日止已提供逾一萬份，予災區的耆老、孤兒、殘疾人
士等弱勢民眾。

有工業化學知識的本土志

工詹姆斯．歐森（左），

在家製作清潔劑，提供萊

凱市地震災民用於保持個

人衛生及環境乾淨，防止

疾病傳染。攝影／范婷

「2021慈濟海地地震賑災

關懷團」舉辦第一場本土

志工培訓課，慈濟志工指

導學員如何烹煮香積飯，

以因應熱食發放。照片／

海地慈濟志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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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9.11 彰化縣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本日在田尾鄉田尾

村，為二十一戶長者家庭，進行安全扶手、止滑墊及照明燈具等
居家安全改善施作。該村施工原訂5月進行，因新冠肺炎疫情三
級警戒延宕至今。

 ◆ 2021.09.11 基隆巿慈濟志工一行二十三人，為中正區砂灣里一獨居老人打掃
住處。案主年近八十，體弱多病，常進出醫院，今年4月再度入
院，該里里長向慈濟提報，期能協助改善其居住環境；志工5月
初次訪視，決議安排清掃服務，因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延至今
日進行。

 ◆ 2021.09.11 南非約堡慈濟志工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本日起一連四天
在庫格斯多普區（Krugrsdorp）仙波工業區（Chamdor），為貧困
居民發放大米、大豆、高粱粉、衣鞋等物資，約一千戶受益。

 ◆ 2021.09.11 慈濟新澤西分會進行艾達颶風援助行動，11日與慈善團體
「博根之家（Bergen Family Center）」合作，於恩格爾伍德市
（Englewood），為急需援助的西裔等低收入家庭，發放現值
卡、毛毯等物資，22日參與邦德溪市（Bound Brook）多機構資
源中心發放活動，幫助五十三戶；25日起至10月9日止，於伊莉
莎白市（Elizabeth）共舉辦四場發放。

 ◆ 2021.09.11 艾達颶風於8月登陸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後，降為熱帶風暴，持續
沿東北方向行進，並在馬里蘭州引發多起龍捲風。華府慈濟志工
勘災後，於11日起，先後在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Annapolis）、洛
克維爾（Rockville），為風災災民送上現值卡、毛毯等應急物資。

 ◆ 2021.09.12 中國大陸福建省廈門市慈濟志工接獲一位來自青海省愛心人士張
女士的訊息，希望「衣衣不捨」行動能前進青海省，幫助當地長
者與困難學生。雙方經過多次討論後，決定以青海省西寧市聾啞
學校、貴德縣福利院、互助縣東山小學、福利院，以及困難家庭

慈濟志工前往青海省互助

縣福利院，為長者送上生

活包等物資，志工陳百千

（右）緊緊抱著殷奶奶，

就像自己的親奶奶一樣互

動。攝影／黃依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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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長者等為援助對象，展開「衣衣不捨•新衣送愛⸺大美
青海公益行」活動。
6月18日，分別在海滄及西柯兩處環保教育站，進行新衣整理的
活動，志工們用幫忙自己親人挑選衣服的尊重心與愛心，為受贈
對象整理及搭配適合的新衣，並一一檢查衣領、袖口是否破損，
志工也運來一臺合適的鈕扣機臺，讓修補衣服的過程更加順利。
匯聚眾人的力量打包完成的近五千件新衣、三百一十雙鞋、
六百二十雙襪子，於8月14日，由志工接力搬運至貨車上，發往
二千六百公里外的青海省。9月12至16日，慈濟志工，陸續前往
貴德縣、互助縣為當地學校、社福機構的長者及學童，送上包含
新衣褲、圍巾、保溫壺等多項物品的生活包，以及善心企業捐贈
的羽絨服，近二千七百人受益。「衣衣不捨」新衣回收，除了延
續物命也傳遞溫暖。

 ◆ 2021.09.12 中國大陸福建省莆田市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福建各地醫療
機構陸續派遣醫護人員，前往莆田支援防疫工作，增援防疫工
作的醫療團隊急需多功能福慧床、毛毯等物資。慈濟基金會調
集多功能福慧床、毛毯、中藥茶飲等物資，並採購速乾衣物及
生活用品。
由於交通管制造成貨物運送不易，幾經協調後，首批物資包含福
慧床、毛毯各五百二十三份，生活包一千份，於14日陸續運抵疫
情熱區的仙遊縣楓亭鎮、榜頭鎮，由鎮政府協助分送予前來支援
的醫療隊，讓結束工作的防疫人員能穿得安穩、睡得安穩，養足
精神繼續抗疫。
另外，醫護人員鎮日穿著防護衣，在炎熱的天氣下，衣物早已溼
透，住宿地點也無法晾曬衣物，志工旋即當地採購速乾衣褲、貼
身衣物、襪子等物資，16、17日陸續捐贈予福州援莆醫療隊等三
個醫療團隊。此外，慈濟基金會採購一萬件刷手衣，19日陸續捐
贈莆田學院附屬醫院、仙遊縣疫情防控指揮部等單位，供醫護人
員替換。
在莆田市疫情升溫的同時，廈門市也傳出新冠肺炎確診案例，廈
門慈濟志工15至22日受邀前往思明區、湖裡區等地的社區核酸檢
測站，協助引導受檢測者及秩序維持。18、20日應同安區西柯鎮
政府提出需求，捐贈N95口罩、防護面罩等防疫物資。漳州市慈
濟志工應邀，前往支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管理「家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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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24至28日走訪西橋街道各社區，及巷口街道新鋒社區，逾
六千七百戶，傳遞防疫資訊。

 ◆ 2021.09.13 新北巿貢寮區福隆里一戶慈濟長期照顧個案，案主長期睡在客廳
地板，訪視志工擔心其身體健康，遂向慈濟環保輔具平臺申請一
張鐵床，本日送抵；巧遇隔壁另一照顧戶，因其子床鋪破舊提出
請求，志工隨即協助更換。

 ◆ 2021.09.13 慈濟澳洲黃金海岸聯絡處於13、19日，先後在慈濟會所及伊普高
中進行食物發放。

 ◆ 2021.09.13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實業家志工團隊前往恆毅中學，提供四十九
部筆記型電腦予校方，讓弱勢家庭學生借用，以確保線上學習
不中斷。

 ◆ 2021.09.13 荷屬聖馬丁慈濟志工本日起，於聖馬丁學院（St. Maar t en 

Academy）重新展開供餐計畫，每日為貧困學生提供早午餐及
水果、飲品，10月18日擴及至該校的技職教學部（PSVE），約
二百二十五人受益。

 ◆ 2021.09.14 新竹縣尖石鄉竹六十線三十一公里處，13日上午10時左右發生土
石坍方意外，造成前往司馬庫斯、鎮西堡的道路中斷，掉落的土
石更堵塞白石溪，形成堰塞湖。縣政府立即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緊急撤離秀巒村居民，以免堰塞湖潰堤，釀成更大危害。
慈濟志工本日多次與村長甘文雄聯繫，取得避難家庭名單，並依
村長提出的物資需求進行準備。15日，訪視幹事彭瑞芬偕同志工
黃茂村、葉秋碧等，一行八人前往秀巒村集會所慰問關心，每戶
受災家庭致贈一箱生活箱、兩包白米，另提供兩箱成人紙尿褲、
一百零六個睡袋，及食用油、醬油、乾糧、餅乾等物資，由村長
代收，提供有需要的村民取用。

土石坍方意外造成前往司

馬庫斯、鎮西堡的道路中

斷，白石溪堵塞形成堰塞

湖，危及秀巒村民的生命

安全。圖片／慈發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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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巒派出所大部份員警，暫借田埔消防小隊辦公，僅留五位員警
留守，照顧村民。當天，員警也來到集會所排隊，表示所內已停
水兩天，需要民生物資應急，志工趕忙將兩箱生活箱、白米送到
所內，幫助員警暫度難關。

此次急難援助，慈濟共送出三十三箱生活箱、四百斤白米，幫助
三十一戶家庭及一間派出所；其中，三戶家園受損的受災戶，則
贈予每戶一萬元急難慰問金。此次所賑濟的物資中，白米來自宏
修禪苑所捐贈，而成人紙尿褲則是應村長請求，特別採購的。
該災害事件雖造成秀巒村交通中斷，但該村另有替代道路，民眾
外出採買民生物資不是問題，且堰塞湖已自然溢流，對於居民無
立即性的危害，加上村民們已陸續返家，經評估後，無後續援助
需求而結案。

 ◆  2021.09.14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舉辦臺北市獨居長者關懷志工線上座談會，透
過長者居家環境安全辨識等說明，以及線上問與答互動，提升志
工對長者居家安全照顧的認知與了解，近二百人參加。

 ◆ 2021.09.14 加拿大北多倫多慈濟志工捐贈掃具、洗衣籃、清潔劑，及午餐
袋、冰袋等日常用品，予約克郡家暴婦女中心（Yellow Brick 

House）。

慈濟志工前往秀巒村集會

所，為撤離安置的村民送

上生活箱、白米等物資。

圖片／慈發處提供

慈濟志工關心秀巒村避

難鄉親，送上白米、生

活箱等民生物資，居民

一起協助搬運。圖片／

慈發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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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9.14 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持續增加，麻坡慈濟志工前往

東甲中央醫院，致送動力濾淨式呼吸防護具（PAPR）、心電圖
機、超聲波機、喉鏡、氧氣調節器等醫療器材。其中動力濾淨式
呼吸防護具由臺灣藝人捐贈，委由慈濟代為轉送。

 ◆ 2021.09.15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結合企業，籌募五千份禮盒，本日起陸
續送往馬六甲中央醫院、野新醫院、亞羅牙也醫院、雙溪烏浪醫
院，以及柔佛州的東甲醫院等醫療院所，感恩第一線醫護與工作
人員堅守崗位，扛起防疫重責。

 ◆ 2021.09.15 慈濟基金會責成美國總會就近關懷8月中旬海地強震災民，由志
工陳健領隊的「2021慈濟海地地震賑災關懷團」一行四人於9月
抵達海地後，8至11日在重災區萊凱市（Les Cayes）陸續完成了
三場發放。第四場發放原定本日舉行，但團員在機場候機時，
才接獲飛往萊凱市航班取消的通知；志工們心急如焚，頻頻致
電合作的供應商（Gigi Depot）副總裁達絲卡•班奈特（Dashka 

Bennett），及海外工程公司（OECC），請求協助洽詢是否有管
道調度私人飛機。
然而事發突然、過於倉促，因緣不具足，賑災關懷團終究無法成
行，但志工沉著應變，即使無法親臨現場，發放活動一定要如約
進行，以免災民失望而返；團隊於是委請駐點當地、合作發放的
臺灣技術團，及海地農會組織代為主持、捐贈物資予一千戶受災
農民家庭，計發出二千包大米。賑災關懷團總算在海地完成了階
段性任務，於16日啟程返回美國，期間共圓滿四場大型發放，幫
助四千二百五十戶。
由於海地持續深陷幫派暴力、政局紊亂等治安問題，考量安全情
勢，賑災關懷團無緣再次啟程馳援。回顧團隊在海地的十六天，
除了籌辦發放事宜，也舉辦兩場本土志工培訓課，即使團員返
美，仍透過視訊連線，在9月底進行一場海地首次的雲端培訓，

慈濟志工前往馬六甲中

央醫院致送禮盒，向第

一線醫護及工作人員表

達感恩，由副院長莫哈

末法魯扎曼（右一）與護

士協會成員接收。攝影／

顏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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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括慈濟緣起、證嚴上人開示等，並傳達慈濟對受助者「感
恩、尊重、愛」的精神原則。

本土志工在培訓課程中逐步蓄積承擔救災的信心與能力，10月1

日前往位處偏遠山區的博蒙特市（Beaumont），為二千一百戶災
民發送物資。該市在8月強震後，聯外道路局部坍方，運輸難行，
以致災後乏人問津，難以獲得外界援助。本土志工前往勘災的途
中，蜿蜒的山路隨處可見災民在陡坡搭建帳篷棲身，處境堪憐。
發放當天，博蒙特市府人員也前來支援。然而排成漫長隊伍、飢
餓的災民耐不住等待，焦急心緒伴隨而來的騷動在人群蔓延，本
土志工用盡心力維持秩序，向符合資格的災民表達定能領取物資
的承諾，才平安解除了差點發生的暴亂危機。

而志工發放的物資中除了糧食，還有一包首次出現在海地災區，
由美國慈濟志工協助組裝的「慈濟家庭醫療包」，內有消炎藥
膏、消毒藥棉、棉花棒、繃帶、剪刀等基本醫護配備，並有一張
由慈濟美國教育基金會師生趕製的愛心祝福卡，希望災民不只有
醫療物資可用，還能收到一份同理傷痛的撫慰與關懷，希望他們
不再悲觀地認為自己是被世人遺忘的受災者。

慈濟美國總會志工跨越地

域限制，透過視訊連線向

本土志工傳承慈濟慈善濟

助的精神理念，及發放原

則。攝影／凱辛雅

海地本土志工在博蒙特市

承擔救濟強震災民的發放

活動。現場手持賑災發放

單的災民大排長龍，難掩

焦慮地等待著領取物資。

攝影／凱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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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9.16 慈濟臺南分會應邀參加臺南巿政府「奉茶地圖」，該地圖為環保

局於2月規劃，以「臺南人情味•邀您來奉茶」為口號，全巿已
建置逾一千三百個奉茶站。本日，巿政府在慈濟臺南分會舉辦記
者會。

 ◆ 2021.09.16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捐贈一百三十五份文具包，予巴西福斯
市兒童核心價值重建學校（Núcleo Criança de Valor），預祝兒
童節快樂；另購買屋瓦等建材，幫助一學生家庭修葺因豪雨毀
損的房頂。

 ◆ 2021.09.18 基隆巿崇法街一弱勢家庭，案主年逾八旬，因高血壓等疾病體
弱，行動不便，而案妻精神狀況不穩，常在家中囤積垃圾，導致
環境髒亂不宜居住。慈濟志工本日展開居家清掃，清出逾二百袋
垃圾，並協調清潔隊垃圾車四輛、慈濟環保車四輛，清運垃圾與
回收物資。

 ◆ 2021.09.18 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慈濟志工，關懷州內布雷斯山火（Bootleg 

F i r e）災民，8月底前往受創嚴重的克拉馬斯縣（Klama th 

County）布萊鎮（Bly）深山區勘災，本日舉辦發放，提供現值
卡及毛毯、襪子、夾克、多功能圍巾等物資。

 ◆ 2021.09.21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二段一間鐵皮工廠於21日晚間發生火災，延
燒三間廠房，無人傷亡。慈濟志工前往關心，並送出十六箱飲
料、三百份點心，供警消人員補充體力。

 ◆ 2021.09.21 加拿大溫哥華慈濟志工於收容街友、受輔者的倫敦旅館（The 

London Hotel）舉辦冬令發放，提供備有日常盥洗用品的生活
包，及致送蔬食便當。志工自2010年起關懷住民，2020年9月再
依需求，於每週二發送熱食。

 ◆ 2021.09.22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推動「幸福校園計畫」之一的貝拉海文小學

臺 南 巿 長 黃 偉 哲 （ 左

一 ） 、 環保署副署長蔡

鴻德（右一）在環保杯裡

注入茶水，為「臺南人情

味．邀您來奉茶」活動揭

開序幕。攝影／陳貞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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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e Haven Elementary School），2016年志工協助開設禮物兌
換店，以獎勵學生，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落幕，隨學生返校
上課，本日重新開張。

 ◆ 2021.09.23 新竹巿慈濟榮董與億融投資有限公司連袂捐贈全新輪椅予慈濟
醫院，15日送二十五臺予玉里慈院、二十臺予關山慈院，本日送
三十臺予斗六慈院。

 ◆ 2021.09.23 巴西社福機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捐贈物資短缺，本日巴拉圭
慈濟志工跨國關懷，分別於巴西福斯市幼童營養中心、父母與特
殊子女之友協會，捐贈營養奶粉、食物籃等物資。

 ◆ 2021.09.23 慈濟緬甸聯絡處自2020年4月起展開紓困發放，持續關懷新冠肺炎
疫情下生活困難的弱勢族群。本年7月緬甸疫情再度升溫，慈濟志
工捐贈製氧機、氧氣筒及醫療物資，援助各地醫院與隔離中心，
在此過程中也接獲政府單位邀請一起為貧困家庭展開糧食發放。

其中位於仰光市南部的色枝干旺托鎮（Seikkyi Kanaungto 

Township），當地就業機會少，居民多數以做散工維生，部分居
民則每日渡河往返鄰近的萊達雅鎮工業區工作，然而許多工廠受
疫情影響停業，生計無以為繼。慈濟志工於23、26日進行發放，
為六千七百戶貧困家庭送上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物資。

慈濟緬甸聯絡處於仰光市

色枝干旺托鎮，為貧困家

庭發放大米、食用油，當

天也邀請柯瑪雅娜寺院法

師一起投入發放行動。攝

影／Nay Thura

緬甸慈青承擔發放行動，

除了協助年長者、孕婦，

將物資搬回家，發放結束

後，也進行入戶訪視關

懷。攝影／Mg Myint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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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發放工作，由慈濟聯絡處職工與十五位慈青，以及實業家志
工林銘慶帶領十位自家員工承擔，並邀約丹茵鎮柯瑪雅娜寺院的
法師一同參與付出。色枝干旺托鎮由九個社區組成，大家分組在
各社區進行發放，部份社區因車輛無法進入，則將物資交由該區
區長協助發放。志工也在發放結束後，進行居家訪視關懷，深入
了解當地居民的生活情況。

 ◆ 2021.09.23 莫三比克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物價高漲、失業率飆升，讓
原本就謀生不易的貧病弱勢，生活更加窘困。馬普托慈濟志工於
9月23日至10月14日，陸續為馬夏奇尼（Maxaquene）、馬瓜尼尼
（Magoanine）、阿巴吉尼（Albazine）等三十個社區的孤老殘疾
者，發放大米等物資，共一千七百四十戶受益。

雖然疫情自8月開始趨緩，慈濟志工為求謹慎，以輪班方式承擔
工作，並將各社區的發放時間錯開，落實分流防疫。鄰近慈濟聯
絡點的社區，由鄉親前來領取，而較遠的社區，則以貨車將物資
運送至當地。每一場發放活動，各社區志工會在物資送達當地
前，先將受助戶安頓妥當，物資一到現場，也會主動協助卸載物
資，讓活動順利展開。從導引動線、核對名冊、領取物資到協助
搬運，每個步驟都井然有序。

馬普托慈濟志工進行社區

紓困發放，看到鄉親領到

愛心大米的歡喜模樣，雖

然戴著口罩，但臉上的喜

悅藏不住。圖片／慈濟莫

三比克聯絡點提供

莫三比克志工安娜瑪麗亞

與鄉親分享靜思語，以

「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

做壞事不能多我一人」，

勉勵鄉親做個手心向下的

布施者。圖片／慈濟莫三

比克聯絡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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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志工也把握發放的因緣，和鄉親分享靜思語。由於許多人
聽不懂葡萄牙語，志工設法用當地語言及生活中的實例，引導鄉
親了解其中的含意，藉由一句好話，為人人心靈注入清流。

 ◆ 2021.09.24 慈濟基金會「青年線上伴學趣2.0」計畫，即日起至2022年1月7

日，每週三、五晚間提供線上伴學服務，以教育部「因材網⸺
學習拍」、「PaGamO」、均一教育平臺為學習教材，搭配人文
互動課程，提升弱勢家庭學童閱讀素養，減少數位學習落差。本
日開課，逾五百位大學伴在線上陪著五百位小學伴學習。

 ◆ 2021.09.24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自24日起至30日止，於布理薩、聖荷西等社區
進行大米發放，超過二千戶貧困家庭受益。

 ◆ 2021.09.24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長期關懷的派內鎮（Paine）街友收容所
（Casita Albergue Mi Casa es Tu Casa），院內糧食、二手物資及
電腦、電視等設備於近日遭竊。志工協助裝設防盜監視器暨系
統，本日驗收，另捐助近六百片尿布。

 ◆ 2021.09.25 獅子山自由城克魯灣地區（Kroo Bay）於9月19日發生火災，
逾一百一十戶受災。慈濟基金會與明愛會（Caritas）合作，於9

月25日至10月16日在災區設立熱食站，供餐逾一萬三千餐次。
另於10月14、15日發放糧食、衣物、毛毯、日用品等物資，計
一百一十七戶受益，並在賑災過程中提供以工代賑四百一十四
人次。

 ◆ 2021.09.25 高雄巿三民區慈濟志工一行二十二人，本日前往安寧里寧夏街一
巷，為獨居的南老先生清掃住家。南先生年近七旬，經高雄巿政
府社會局提報，慈濟開案關懷，並協助修繕燈具、衛浴設備，提
升居家安全，8月20日送去一臺冰箱時發現案家環境髒亂，遂安
排打掃。

 ◆ 2021.09.26 基隆巿慈濟志工於基隆市果菜市場舉辦感恩音樂會，感謝巿場攤
商參與慈濟「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完成兩次健康
蔬果箱打包，攜手關懷弱勢。

 ◆ 2021.09.26 臺北慈濟志工即日起展開外籍貨船德運號關懷行動，該船因故
滯留臺北港，六名緬甸籍船工被迫困守船上，志工每週三前往
關懷，送去糧食、民生物資；緬甸籍華裔志工蘇金國亦前往協
助翻譯。

 ◆ 2021.09.26 瓜地馬拉慈濟志工於薩卡特佩克斯省（Sacatepéquez）孫潘戈
市（Sumpango）舉辦食物發放，提供大米、米麩、食用油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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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幫助五百戶貧困家庭。時逢當地風箏節前夕，市長卡洛斯
（Carlos Enrique Cubur Sula）並回贈有慈濟標誌的節慶風箏，表
達祝福與感恩。

 ◆ 2021.09.27 慈濟日本分會舉行第六屆新芽獎助金頒發典禮，共八位東京町田
設計學院學生獲得補助。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未舉行第
五屆頒發典禮，本日亦邀請當期學生參加，為他們送上祝福。

 ◆ 2021.09.29 雲林慈濟志工偕同理髮師前往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為學生們
提供義剪服務。此項服務自2005年展開不曾間斷，直至今年5月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因應三級警戒，志工暫停服務，本日恢
復運作。

十月
 ◆ 2021.10.01 慈濟基金會長照推展中心與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合辦「一一○年

度居家傷口專業照護訓練」課程，1、2、3、16、17日為視訊學
科課程，30、31日為實體臨床技術實務操作暨綜合討論與課程評
量，通過者可取得衛生福利部核發之完訓證書，可望開立傷口衛
教與換藥門診，幫助居家個案改善傷口，邁向長照重要里程碑。
本日開課，共一百六十位學員上線學習。

 ◆ 2021.10.01 菲律賓奧莫克大愛村一間簡易屋1日發生火災，並波及鄰近兩
戶，居民與志工合力滅火，讓損失降到最低，並於翌日動員修復
兩間部分毀損的簡易屋，房屋全毀家庭則安置於閒置的簡易屋。

 ◆ 2021.10.02 新北市汐止區慈濟志工與住在中興路的獨居長者林先生約定好，
本日要為他清掃住屋環境，志工帶著清掃用品來到林先生住家，
卻無人應門，不論是打電話、按電鈴都無回應，讓一直聯繫不上
林先生的七位志工感到不安，於是緊急聯絡樟樹里里長林有財前

瓜地馬拉孫潘戈市長卡洛

斯（右二），致贈有慈濟

標誌的節慶風箏，以表達

感恩，同時寓意慈濟拔除

苦難的願望得以實現。攝

影／葉吳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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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並在里長協助下聯繫上房東，礙於房東人在彰化、無法及時
趕回，商討晚上九點房東兒子下班後再來開門。
志工清掃任務暫停，各自離開，其中訪視志工吳秋絨回到汐止聯
絡處後，心裡愈發不安，上個月家訪關懷、送中秋禮品時，就發
現林先生雙腳水腫，加上以往互動經驗，致電林先生未接，隔一
會他就會回撥，但遲遲都沒有接到他的回撥電話，便找上林先生
的前妻、姊姊，再會同里長和數位男眾志工先到警察局備案，再
找來鎖匠開門，驚見林先生倒臥房內，上半身在浴室，下半身在
房間，趕緊將他送醫急救。

林先生年過六旬，居住在二坪大的小套房裡，年輕時擔任導遊工
作，但因罹患巴金森氏症多年，導致脊椎側彎、走路搖晃不穩，
也無法再就業。今年7月初，林先生自己通報慈濟求助，志工家
訪時發現林先生因病鮮少出門，生活多靠叫外賣平臺送餐或上網
購物，房內垃圾也囤積如山，於是除了送上急難生活補助金一萬
元外，也相約本日清掃。

慈濟志工欲為獨居長者

清 掃 住 家 ， 但 無 人 回

應，機警聯繫里長、警

消人員入門，緊急將人

送到醫院急救。攝影／

程秋絨

慈濟志工為獨居長者清

掃住家，將屋內堆積如

山的垃圾、物資逐一清

除，讓長者出院後能有

一個舒適的療養環境。

攝影／林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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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醫院後，林先生在急診留觀區陷入昏迷四天，家人無法前往
照顧，志工程秋絨利用下班時間前往探視關懷。根據醫師表示，
林先生嚴重脫水，倒臥地板可能有二天，幸好搶救得宜，經治療
後，病情已趨於穩定。
林先生清醒後，轉入普通病房，程秋絨持續探望，並且為他送
餐；就連身體的清潔也是程秋絨和兒子一起幫忙，為他更換濕掉
的衣褲、床單、尿布。林先生的姊姊也向志工請求協助清掃屋內
堆積物，志工遂於3日再度前往林先生家清掃，好讓林先生出院
後，有一個乾淨、舒適的養病環境。
林先生出院後，回到租屋處，程秋絨仍記掛他的病況，每日電話
慰問，時常前往關懷，也為他送便當，關心他的營養健康。里長
林有財感恩慈濟志工來關懷，因為志工的機警救了林先生一命，
並提到以前附近獨居的里民，就是沒人發現異狀因而往生，感到
不勝唏噓。林先生也很感恩程秋絨的一路陪伴與照顧，得以撿回
一命，如同是自己的「媽祖婆」，庇佑守護著自己。

 ◆ 2021.10.02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路的文賀實業公司，以生產環保紙餐具、口罩
聞名，2日晚間發生火警，廠房付之一炬。慈濟志工獲訊前往關
心，送上急難慰問金一萬元，並提供麵包讓消防人員補充體力。

 ◆ 2021.10.03 彰化縣慈濟志工一行二十三人為鹿港鎮溝墘里一對許姓父子，清
理遭逢祝融的家園。該案因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
列入居家安全改善對象，近期將進行廚房及衛浴改建，志工2日
家訪發現其住家火災過後凌亂不堪，父子清掃進度緩慢，遂安排
本日清理。

 ◆ 2021.10.03 慈濟臺北中正萬華聯絡處於萬華靜思堂舉辦九九重陽敬老活動，
安排鼓隊表演、歌仔戲短劇及團康活動，帶動長輩活絡筋骨。

 ◆ 2021.10.03 多明尼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學生暫停入校年餘，2021

年9月恢復校園實體課程，慈濟志工1 0月3日於聖多明哥
（Santo Domingo）貧困區拉維亞（La Villa）、加惠利多（El 

Cajuilito），11月8日於瓜利甘諾，為學童發放書包及文具用品，
共幫助二百七十六位。另送出五百七十九份，予多明尼加拉羅馬
那慈濟小學。

 ◆ 2021.10.03 瓜地馬拉慈濟志工於 3、 1 0、 1 7日，陸續在佩勒西亞市
（Palencia）、馬薩瓜市（Masagua）、聖瑪利亞德荷蘇斯市
（Santa María de Jesús）及聖安東尼奧溫泉市（San Antonio Agu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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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ntes）舉辦紓困發放，提供每戶大米、五穀粉等物資，近二千
戶受益；另於3日捐贈血氧計、血壓計等醫療用品，予佩勒西亞
市消防隊。

 ◆ 2021.10.04 加拿大列治文山市社區食物銀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物資需求大
增；慈濟北多倫多聯絡點於感恩節前夕，捐贈大米、麵粉、番茄
醬等食糧及衛生用品。

 ◆ 2021.10.05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5、6日前往雲南省大理州漾濞縣，走訪今年5

月受震災影響的河西村、沙河村，關懷由當地政府提報的六十二
戶大學生家庭，評估助學及後續援助方式。

 ◆ 2021.10.05 熱帶風暴電母（Dianmu）於9月下旬侵襲泰國，連日豪大雨造成
中部、北部逾三十個省分淹水。華富里府（Lopburi）是受災最
嚴重的地區之一，十一個縣均受到洪水影響，加上境內的巴塞水
壩洩洪，使水壩下游的猜巴丹縣（Chai Badan）及曼米縣（Ban 

Mi）水位持續升高。

慈濟泰國分會聯繫華富里府救災中心，了解當地災況後，於10月
5日至猜巴丹縣、曼米縣賑災。慈濟志工除了在收容中心為災民
發放大米、泡麵、食用油等生活物資，以及清潔用品、護理藥包
之外，並在當地政府人員陪伴下，深入受災社區訪視。其中曼米
縣普卡鄉（Phuka）因積水未退，居民出入必須依靠船隻，慈濟
志工乘著船探訪受災鄉親，並將物資送到他們手中。兩縣當日各
發放約五百戶。

泰國慈濟志工乘船至曼米縣

普卡鄉關懷水災災民，受困

於二樓的鄉親以繩索吊掛水

桶，領取援助物資。攝影／

熊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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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慈濟泰國分會也接獲華富里府蘭頌提縣（Lam Sothi）求
援，遂於14日在縣政府禮堂為災民發放一千七百份生活物資，並
走訪蘭頌提鄉、農里鄉（Nong Ri）及谷達佩鄉（Kut Ta Phet），
為八十戶災民送上大米、藥品等物資。

 ◆ 2021.10.06 巴西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嚴峻，慈濟志工捐贈醫療口罩、防護面
罩及隔離衣等物資，予聖保羅市東區市立醫院（Hospital Tide 

Setubal），協助醫護人員防疫。

 ◆ 2021.10.07 美國德州達拉斯市9月底發生民宅氣爆意外，造成二十三棟房屋
全毀，受災家庭多為低收入戶。慈濟志工接受市府委託，關懷受
災民眾，本日發放現值卡等物資。

 ◆ 2021.10.07 慈濟越南聯絡處志工前往胡志明市紅十字會，致送呼吸器、注射
泵、製氧機，及口罩、防護衣等防疫物資，委請該會轉送人民
115醫院、徵王醫院等五家醫院。

 ◆ 2021.10.08 越南河內慈濟志工前往青春郡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致送
三百份生活物資，每份包括大米、河粉、食用油及口罩等，交由
當地組織分送予仁政坊、青春中坊兩地的貧困戶。

 ◆ 2021.10.09 越南平陽省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屢創新高，慈濟越南聯絡處志工於
9、10日陸續致送製氧機、高流量呼吸治療儀，及N95口罩、防護
衣等醫療物資，委由平陽省外事廳分送給五家醫院使用。

 ◆ 2021.10.09 慈濟基金會於東南亞、南亞地區進行新冠肺炎疫情援助行動，針
對醫療資源匱乏的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與各國相關衛
生單位洽談後，計劃援建十餘座氧氣槽，幫助其指定的醫院強化
醫療設備。在尼泊爾，慈濟共捐贈四座氧氣槽，分別捐助第一省
的波傑布爾地區醫院（Bhojpur District Hospital）、梅吉醫院、戈
西醫院，以及第四省的帕爾巴特地區醫院，總計可供應八百床。
其中波傑布爾地區醫院的氧氣槽，於本日舉行捐贈儀式。

泰國慈濟志工在蘭

頌提縣政府人員陪

同下，前往社區關

懷受災鄉親，並送

上生活物資、清潔

用品及護理藥包。

攝影／王貞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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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0.09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安心就學專案成立二手電腦籌募小組，
自本日起於每週六下午接收各方捐贈的電腦、手機等資訊設備，
維修檢查後再轉贈給照顧戶、助學生、紓困家庭、難民學童及福
利機構等，提供弱勢學子線上學習使用。

 ◆ 2021.10.09 慈濟菲律賓分會於邦邦牙省（Pampanga）安吉利斯市（Angeles 

City）進行紓困發放，為貧困家庭送上大米、食用油、日用品等
生活物資，幫助逾一千戶。

 ◆ 2021.10.10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的廣玥科技公司瑜珈墊生產工廠發生火災，
無人傷亡。慈濟志工獲訊趕到現場關心，為警消人員送上茶水、
點心。

 ◆ 2021.10.10 慈濟桃園分會第二十一期「愛在桃花園」新芽課輔班，因新冠
肺炎疫情趨緩，於9月新學期如期開辦，每月第二、四個週日上
課；本日第二次課程，共十三位學員出席。

 ◆ 2021.10.10 中國大陸山西省10月上旬持續強降雨，導致晉中市、運城市等地
發生嚴重水患。晉中市祁縣趙城鎮豐固村上游的昌源河，因大量
降雨而山洪爆發，造成村內多數房屋毀損。10日慈濟志工聞訊前
往豐固村勘災，慰問暫居於臨時安置點的受災鄉親，了解他們的
需求。12日再度前往，致送淨斯多功能福慧床、棉被、墊被、毛
毯、生活包，及保溫杯、五穀粉等各二百份。17至25日，再度走
訪祁縣豐固村，訪視關懷近百戶家庭，以及協助二戶困難家庭清
除屋內淤泥。
洪水逐漸退去，慈濟志工於13至16日陸續前往運城市河津市萬
榮縣、夏縣，及晉中市祁縣來遠鎮等地勘災，並拜會當地政府

慈濟基金會捐贈氧氣槽予

尼泊爾波傑布爾地區醫

院，參與捐贈儀式的來賓

為設備剪綵啟用。圖片／

慈濟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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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了解受災情形與鄉親需求。為讓受災民眾早日恢復正常生
活，慈濟基金會統整連日來的勘災資訊，針對亟需援助的地區
進行發放活動規劃，並排除物資調度與交通中斷等困難，17日
在運城市萬榮縣裴莊鎮四個臨時安置點，19、30日分別於晉中
市祁縣趙城鎮豐固村、來遠鎮，依據各地需求發放棉被、毛
毯、禦寒衣物，或食用油、麵粉、盥洗用品、生活包等物資，
幫助鄉親度過難關。

 ◆ 2021.10.10 美國加州聖荷西（San Jose）一處低收入戶公寓9月初發生火災，
共二十三戶受波及而無法居住。慈濟志工本日為受災戶發放現值
卡，及毛毯等物資，因多數災民不諳英語，志工特別安排西語、
越語翻譯志工協助服務。

 ◆ 2021.10.10 慈濟印尼棉蘭支會協助修繕穆阿拉鎮（Muara）的溫德蒙古爾教
堂（Gereja HKBP Unte Mungkur），志工本日應教會邀請參加完
工慶祝禮拜。

 ◆ 2021.10.10 緬甸克倫邦的妙瓦底鎮（Myawaddy）鄰近泰國邊界，當地貿易
活動熱絡，居民大部分以打散工維生，有的則是前往泰國工作，
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邊境封閉，使工作機會大減，許多人
生活陷入困境。慈濟緬甸聯絡處在疫情期間，因捐贈製氧機予

山西省運城市萬榮縣裴莊

鎮於10月初發生水患，慈

濟志工進行勘災與關懷，

並舉辦賑災發放活動，致

送毛毯、生活用品等物

資，鄉親臉上露出久違的

笑容。攝影／韋委麗

慈濟基金會於山西省祁縣

城趙鎮豐固村舉辦賑災發

放，關懷水患受災鄉親，

備有每件重六斤的厚棉

被，讓鄉親度過嚴寒冬

季。攝影／李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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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寺院的因緣，結識當地慈善組織妙瓦底基金會（Myawaddy 

Foundation）成員，進而促成雙方合辦紓困活動，於本日為七個
社區九百戶家庭及寺廟發放生活物資。

此次發放，由妙瓦底團隊協助至社區收集弱勢家庭名單，發放
當天除了提供場地、幫忙場布之外，並提供麵條、馬豆、罐頭
等物資，連同慈濟捐贈的大米、食用油一起分送給鄉親。慈
濟志工也把握機會，向該團隊及當地鄉親介紹慈濟志業，分享
「竹筒歲月」精神，鼓勵大家響應米撲滿，存米助人，相互扶
持度過難關。

 ◆ 2021.10.11 印尼雅加達丹戎布碌（Tanjung Priok）、丹泊拉鎮（Tambora）先
後發生社區火災，燒毀逾一百四十間房屋。慈濟志工於11、20日
為兩地災民發放毛毯、盥洗用品等生活物資。

 ◆ 2021.10.12 慈濟基金會接獲高雄巿立巴楠花部落中小學請求，捐贈二十臺全
新筆電予該校，協助汰換老舊的教學電腦；該批筆電為慈濟7月
底所採購。巴楠花部落中小學，原為慈濟援助莫拉克風災而援
建，設址在杉林大愛園區，初期名為民族大愛國小，2017年更名
為巴楠花部落小學，2019年改制為巴楠花部落中小學。

 ◆ 2021.10.12 慈濟基金會「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以下簡稱「安美專
案」）邁入第二年，受到臺灣新冠肺炎本土疫情爆發影響，5月
13日起全面暫緩實施，其中「居家安全空間改善」方案，原已完
成場勘、丈量，等待施作的工程只能延期辦理。
慈濟安美專案之「居家安全空間改善」方案，是採預防性措施的
慈善工作，為獨居長者、兩老相依、身障人士等弱勢家庭，提
供居家安全修繕服務，透過安全扶手裝設、無障礙坡道、照明改
善、止滑措施、改坐式馬桶、浴缸拆除等，幫助他們改善住家，
使其得以安心地在自家快樂生活。然而，疫情突如其來，施作工

慈濟緬甸聯絡處與妙瓦底

基金會慈善團隊合作，進

行紓困發放。志工雙手合

十，誠摯祝福鄉親度過難

關。攝影／Nay Th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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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無法進行，讓慈濟志工極其擔憂，工程每延後一天，對弱勢族
群的居家生活風險只是有增無減。

7月27日，政府調降防疫警戒為二級，但維持較嚴格的防疫措
施。慈濟遵守政府規定，即日起，「居家安全空間改善」方案，
若有緊急需要修繕者，經通報許可便能施工，但所有參與的志
工、施工人員都需要做好全程防護，降低群聚人數，以確保自身
和案家的安全。
8月，南部的「居家安全空間改善」方案率先開跑。根據內政部
統計，獨居老人、兩老相依家庭，全臺已逾一百萬戶，其中臺南
巿增加率為六都第一，十年前獨居老人宅近二萬戶，今年第二季
增長近四萬戶，以仁德區為例，六十五歲以上長者佔全區總人口
近百分之十六，因此慈濟在臺南巿的安美專案，先在該區仁德里
啟動，並在今年4月移師太子里，5至7月間因疫情暫緩，到了8月
才重新啟動。
時序來到9月，東部安美專案繼南部後也正式啟動，由慈發處主
任呂芳川親自帶領團隊，在花蓮縣卓溪鄉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家訪
評估、修繕施作，為逾二百戶弱勢家庭打造安全居家環境。
安美專案也隨著全臺疫情放緩，雙北防疫措施再鬆綁，10月開始
在臺北巿、基隆巿等北部一帶重啟實施。臺北巿中山區大直里的
安美專案，於今年5月啟動，同月12日完成場勘與丈量，共有十
戶弱勢家庭符合施作，正商議施工日期就接獲提至三級警戒訊
息，只好暫停計劃，直到本日重啟，先為五戶獨居、兩老相依家
庭施作安全扶手與防滑工程，之後再進行另五戶施作。
此外，基隆巿的安美專案，在今年3月間，慈濟基金會與巿政府
簽署合作共善備忘錄後，全面正式啟動，以人口最多的安樂區優

慈濟安美專案第二年，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暫緩實施一段時間，防疫

降級後立即啟動，恢復施

工，讓長者能有安全居家

空間。攝影／陳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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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行，在完成訪視場勘後，原訂5月的施工也因三級警戒而延
宕，於10月12、13日重啟，陸續為五戶獨居、兩老相依家庭進行
安全扶手安裝、防滑設備鋪設等工程。
新北巿的安美專案，同步在中和區、汐止區等多點進行，在警戒
降為二級、雙北措施再放寬後，原本暫停的工程也陸續重啟，並
考量安全，以分散式逐戶施工進行，除獨居、兩老相依等弱勢家
庭外，修繕團隊也在11月5日為獨居的林姓慈濟委員住家、8日為
聖覺寺裝設扶手，讓行動不便的長者也能擁有安全、放心的居
家生活空間。各地安美專案重啟後，加快進度推進，截至12月31

日，慈濟修繕關懷戶數共計一千五百六十五戶。

 ◆ 2021.10.12 辛巴威馬佐南一處礦場6、7日發生兩次爆炸意外，造成八人死
亡。慈濟志工本日前往慰問罹難者家屬，並致送大米、毛毯、奶
粉及口罩等物資予當地社區。

 ◆ 2021.10.13 輕度颱風圓規外圍環流帶來強降雨，水保局於13日針對花蓮縣發
布土石流警戒，縣政府緊急撤離警戒區域的民眾。慈濟基金會接
獲花蓮縣卓溪鄉公所來訊，動員志工前往避難收容所關懷鄉親，
並提供淨斯多功能福慧床、環保毛毯等物資。

 ◆ 2021.10.13 彰化縣慈濟「安穩社區•美善家園」專案，於永靖鄉、埔心鄉啟
動，本日社工偕同志工，前往拜會村長等人，說明專案目的與提
報方式。

 ◆ 2021.10.14 高雄市鹽埕區「城中城」住商混合大樓，14日凌晨3時許發生火
警，釀成四十六人死亡、四十一人受傷送醫。慈濟志工暨社工
第一時間趕赴現場關心，商借鄰近停車場成立救災服務中心，
提供餐飲、休憩場所，幫助警消救難人員補充體力，另因應消
防局需求緊急提供屍袋；同時，進駐殯儀館為亡者助念，持續
陪伴家屬。

慈濟安美專案，以獨居、

兩老相依等弱勢家庭為

主，改善居家環境安全，

如在浴廁安裝扶手等，提

升長者居家生活品質。攝

影／ 張國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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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0.14 中國大陸河南省焦作市修武縣周莊鎮張弓鋪小學、鄭州市新密市

下庄河學校，受7月汛期水患影響，校舍受損嚴重，慈濟基金會
經多次勘災與評估，決定協助重建，兩校分別於14、28日，在慈
濟蘇州志業園區舉行簽約儀式。

 ◆ 2021.10.14 慈濟紐西蘭分會志工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分別為奧克蘭
市菲勒特布希小學（Flat Bush School）二十戶低收入家庭，及七
戶長期關懷戶，致送食物包。

 ◆ 2021.10.15 辛巴威哈拉雷市哈特菲爾德社區（Hatfield）14日發生民宅大火，
共有三戶受災。慈濟志工15日勘災後，為災民送上食物、毛毯及
淨斯多功能福慧床。

 ◆ 2021.10.15 辛巴威慈濟志工於15至17日在馬斯溫戈省（Masvingo）札卡
（Zaka）發放大米，幫助第九、十三、十四區的貧困家庭。

 ◆ 2021.10.16 慈濟基金會2021年新芽獎助學金，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措施，
頒獎典禮採實體或線上，以及志工親送到府三種模式進行。高雄
巿率先於本日開跑，接著相繼在新北巿、桃園巿、新竹縣、臺中
巿、臺南巿、屏東縣等地開辦，最後一場於11月13日在花蓮靜思
堂圓滿落幕，共計九千三百三十三位學子獲獎。

這也是慈濟自2007年起，開辦新芽獎助學金以來，最具挑戰的一
次，更是第一次採用多種方式辦理；其中實體頒獎，也由各社區
慈濟志工組隊自行規劃，除了大場頒獎典禮外，也舉行多場小型
頒獎典禮，相較於大型的莊嚴肅穆，更添溫馨互動、情感交流。
之所以調整頒獎做法，緣自於臺灣新冠肺炎土本疫情關係，今年
5月全臺升至三級警戒，即使7月開始降級，防疫措施陸續鬆綁，
但為求慎重、避免群聚，基金會慈發處研議後，交由當地志工組
隊評估在地情勢、疫情發展，再行決定頒獎模式。
根據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統計，本土疫情案例數集中在臺北巿、新
北巿，北區慈濟志工團隊評估後，決議採取線上頒獎模式，與基

慈濟本年度新芽獎助學金

頒獎，採實體或線上，以

及志工到府親送等模式進

行，嚴格遵守防疫規範。

攝影／陳誼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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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巿、澎湖縣一起，於10月30日同步連線新店靜思堂頒獎，另辦
理十二場社區小型頒獎典禮，由當地志工組隊邀請關懷的學生與
家長參加。臺中巿疫情雖不及雙北嚴重，但中區志工團隊考量在
地人口密集度高，也採線上頒獎模式。桃園巿、臺南巿、高雄
巿、屏東縣、臺東縣則採實體頒獎典禮、志工親送到府並行，而
花蓮縣、宜蘭縣則以實體頒獎典禮為主，但嚴格管制人流，分散
在多個場地、以連線方式同步進行，避免群聚風險。此外，所有
場次活動嚴守防疫規定，全面實聯制，進出消毒淨手，全程戴佩
口罩；到府親送的志工也需全程遵守防疫規範。
其中最為特別的，是高雄巿十九個和氣組隊，決定於所在的聯絡
據點或環保教育站，舉辦小型頒獎典禮，邀請關懷區域的獲獎學
生、家長，甚至朋友、教官等一起來共襄盛舉，場場都充滿了家
庭聯誼般的溫馨與愉悅。和氣組隊為慈濟志工分組的名稱，每個
組隊有所轄的關懷區域，如高雄大社區的頒獎典禮，就選在10月
17日於大社共修處舉行，這天有八位得主，其中一位是就讀海洋
科技大學四年級的陳同學，志工特別請來他高中的退休教官吳怡
佩；吳教官穿上軍服，親自頒獎給他，讓陳同學極為激動，先前
緣於吳教官的鼓勵，讓他下定決心報讀航海系，終能克服重重經
濟困難即將完成學業，很快就能投入職場、改善家庭生計。

教育是孩子未來的希望，新芽助學不只能幫助弱勢家庭改善困
境，更能啟發他們的善念，懂得為社會人群付出。臺中10月30日
線上頒獎典禮，邀請到今年二十四歲、學有所成的張智翔來鼓舞
大家，他以自身經驗為例，建議學弟妹儘早做好生涯規劃，先設
立遠大目標，再設定小細節，衡量自己的技能、知識及彌補不足
之處，並設定短中長期的執行計畫，才能有系統地完成自己的職
涯規劃。

高雄巿月美國小許多學童

獲得慈濟新芽獎助學金，

頒獎典禮特別邀請校長蔡

駿暉（頒獎者）頒獎，給

予孩子們最大的鼓勵。攝

影／周幸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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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翔從高中到碩士畢業，長達八年都獲得新芽獎助學金，在清
華大學時期更爭取到台積電實習生的資格，多方學習，成績優
異，因此今年自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研究所畢業後，便進入台積電
工作，甚至慷慨解囊，將領到的第一個月薪水捐出，響應慈濟基
金會採購輝瑞疫苗（BNT），感謝一路上支持他學習、陪伴他成
長的所有人，以行動回饋社會眾人對他的愛。線上頒獎典禮，除
了直播外也會搭配線上簽到退、典禮後問卷，檢附匯款資料上傳
後，基金會再將獎學金匯入學子帳戶，減少人員接觸；雖然少了
實體頒獎的感受，但也有訪視志工貼心到學子家中，陪伴孩子透
過視訊參與頒獎活動，給予孩子擁抱與讚歎。

 ◆ 2021.10.16 新北市雙溪區虎豹潭16日下午傳出民眾參加自然體驗活動，遭大
水沖走意外，造成六人死亡。慈濟志工獲訊本日展開關懷行動，
並於翌日前往陪伴失蹤者家屬，並至八堵礦工醫院、基隆長庚紀
念醫院慰訪罹難者家屬，送上急難慰問金。

 ◆ 2021.10.16 阿根廷慈濟志工繼9月21日在奇爾美士區（Quilmes）魯漢村
（Lujan），致送鞋子予三戶貧困家庭後，本日再次前往為
四十一戶發放，共送出一百五十二雙。

在高雄巿大社共修處的新

芽獎助學金頒獎典禮，志

工邀請得主張同學（中）

的高中教官吳怡佩（右

二）出席活動。攝影／林

景河

慈濟本年度新芽獎助學金

頒獎，不同過往典禮的莊

嚴肅穆，而是安排家長、

孩子、陪伴的志工同坐一

桌，現場滿是聯誼般的溫

馨。攝影／張志豪



371

年
表
慈
善

 ◆ 2021.10.17 臺中巿北區衛道路六十三巷於凌晨3時許發生民宅大火，無人傷
亡。慈濟志工4時30分獲訊，趕赴現場關懷，為六戶受災家庭送
上慰問金，並提供早餐和飲品，供消防人員、受災戶補充體力。

 ◆ 2021.10.17 巴西聖保羅慈濟志工長期關懷福仁西斯哥•莫那多市（Francisco 

Morato）貧困家庭，本日志工備辦兩百份兒童節禮物，前往發
放，予以孩子祝福。

 ◆ 2021.10.17 慈濟基金會印度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本日於比哈爾省
（Bihar）菩提迦耶（Bodhgaya）展開第四梯次發放，陸續前往摩
洛特村、司朗加村、洽齊村，為受疫情及雨季水災影響的家庭發
放生活物資，約一千五百多戶受益。

 ◆ 2021.10.19 臺北巿萬華區富民路一間存放普洱茶磚的倉庫於19日上午近5時
發生火災，慈濟志工獲訊前往關心，並應案家請求，協助清掃火
災現場。

 ◆ 2021.10.19 菲律賓邦邦牙省（Pampanga）聖托瑪斯市（Santo Tomas）10月中
旬大雨成災。慈濟菲律賓分會接獲當地政府請求援助，於本日為
近千戶家庭發放大米及生活物資。

 ◆ 2021.10.20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里花源三街一戶民宅20日發生火警，無人傷
亡。慈濟志工接獲里長通知，趕赴現場關心受災戶，致贈急難
慰問金一萬元，並於30日動員五十人，協助清理火災現場及廢
棄物。

 ◆ 2021.10.20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公告建議，境內六十五歲以上長
者及染疫高風險族群，追加施打新冠肺炎疫苗第三劑。慈濟西
雅圖支會提供會所場地作為接種站，本日與國際社區醫療診所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合作，為民眾服務。

 ◆ 2021.10.21 慈濟基金會本日接獲桃園巿政府請求，支援疫苗接種站防護面罩
計一萬五千個，經防疫協調總指揮中心同意，由總務處出貨。

阿根廷慈濟志工於魯漢村

為弱勢家庭發放鞋子，孩

童接過物資，開心地露出

微笑。攝影／鍾貴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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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0.21 馬來西亞馬六甲20日因連續大雨，造成武吉波浪（B u k i t 

Beruang）、萬佳市（Angkasanuri）等地發生水患。慈濟馬六
甲分會本日展開關懷行動，陸續至烏達瑪花園（Taman Bukit 

Beruang Utama）等社區，為災民發放麵包、熱食。

 ◆ 2021.10.22 慈濟印尼分會接獲錫克教關懷組織（Forum Peduli Masyarakat 

Hindu Sikh Indonesia）申請援助物資，於本日致送二百份物資予
錫克教德瓦拉使命基金會（Yayasan Sikh Gurdwara Mission），由
該會分送給受疫情影響而生活困難的附近居民。

 ◆ 2021.10.22 慈濟緬甸聯絡處於仰光省九文臺鎮進行紓困發放，致送大米、食
用油予八千三百多戶困難家庭，幫助他們緩解缺糧困境。

 ◆ 2021.10.22 阿根廷慈濟志工協助郭姓實業家，將一臺閒置、近全新的電
動床，轉贈給醫療設備匱乏的貝納醫院（Hospital General De 

Agudos Jose Maria Penna），同時致送一批牙科耗材。

 ◆ 2021.10.23 中國大陸陝西省西安市10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慈濟志工獲
報得知當地醫院有防疫物資需求，慈濟基金會經多方聯繫與確
認，21日備妥防護服、一次性手套、健康茶飲等物資，於22日晚
間運抵西安。是日由志工分送予西安市第一醫院等八家醫療院
所，協助防疫工作。

 ◆ 2021.10.24 菲律賓計順市巴雅塔斯里（Payatas Barangay），居民大多仰賴在
垃圾山撿拾回收物變賣維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生活更加
困難。慈濟菲律賓分會與當地政府及天主教慈善團體合作，為貧
困家庭提供三個月的糧食援助，本日在計順市市政府舉辦第一次
發放，計有六百五十六戶受益。

 ◆ 2021.10.24 巴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經濟蕭條，弱勢家庭生活無以為繼。
聖保羅慈濟志工本日於伊塔夸克賽圖巴市（Itaquaquecetuba）貧困
區，為陷入失業困境的九十四戶，發放食物籃，及球鞋等物資。

 ◆ 2021.10.25 新竹縣慈濟志工偕同水電師傅，本日為尖石鄉一戶弱勢家庭改善
屋內電力問題。案主雲先生與胞弟兩戶家庭同居，各有四個學齡
孩子，經濟僅靠兄弟倆人工作，居住環境簡陋，電線老舊恐有安
全疑慮；慈濟因「弱勢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接獲學校
校長提報，8月初訪，9月8日送上書桌，為其更換門窗等，並於
10月13日更換床鋪。

 ◆ 2021.10.26 慈濟基金會是日於高雄巿音樂館廣場，為「城中城」大樓受災鄉
親，舉辦愛灑平安祈福會，願亡者靈安、生者早日走出陰霾。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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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自災後展開慰問扶助、安心關懷，截至10月29日止提供四十三
份急難慰問金、八百三十份祝福禮、一千三百五十八份餐點飲
食，動員志工九百九十五人次。

 ◆ 2021.10.27 慈濟基金會動員志工，為南投巿鳳山里八卦路的照顧戶藍先生，
進行房屋修繕，拆除老舊屋頂石棉瓦、腐朽木材，更換新屋頂，
並清理、回收後院堆積的廢棄物。

 ◆ 2021.10.28 嘉義縣政府於民雄鄉大吉國中舉辦一一○年度災害防救深耕第三
期計畫，慈濟基金會應邀參與防災演練活動，並辦理慈濟捐贈避
難看板揭牌儀式。慈濟此次捐贈防災避難看板，共在全縣十八鄉
鎮、五十四處設置，提高社區防災避難的能量。

 ◆ 2021.10.28 慈濟泰國分會持續進行新冠肺炎疫期紓困發放，本次以計程車司
機為援助對象，於28、29日發放五百六十份生活物資。

 ◆ 2021.10.28 慈濟基金會捐贈口罩予斐濟聖文森修女會，讓該會人員於外出訪
視時防疫使用，於本日完成清關。

 ◆ 2021.10.29 慈濟基金會「0402臺鐵408車次太魯閣號事故」相關人員安心紓
壓專案，本日圓滿結案。該案於5月13日啟動，15日因新冠肺炎
本土疫情爆發、雙北三級警戒而全面暫緩實施，直至政府調降
二級後，於8月21日重啟，動員身心醫學科、中醫部醫師及護理
師、藥劑師共同投入照護行列，陪伴傷者及家屬等相關人員走出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共動員中西醫師四十四人次、藥劑師十九人
次、護理師三十七人次。

 ◆ 2021.10.30 高雄巿慈濟「安穩社區•美善家園」專案於鳳山區文德里展開，
慈發處社工偕同志工，在里長陪同下，訪查二十戶弱勢家庭，為
長者居家環境安全性、修繕需求進行評估。

慈濟人醫會中醫師蔡三

郎，為搭乘太魯閣號事

故列車的相關人員把脈

問診，關懷他們的身心

健康。攝影／陳何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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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0.30 紐西蘭奧克蘭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維持三級警戒，慈濟紐西蘭分會

再度展開紓困發放，於10月30日至12月18日共進行四次食物包發
放，約三百六十戶受益。

 ◆ 2021.10.30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於努布雷省（N u b l e）哥克古拉
（Cobquecura）進行紓困發放，提供糧食包予二百戶家庭。

十一月
 ◆ 2021.11.01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接獲皇家護理集團、三和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捐贈原華濟醫院四百張電動病床等醫療設備，動員北區、
新竹、嘉義等地志工，前往嘉義縣太保市北港路的醫療大樓院
區搬運，回收可用醫療資源，再提供需要的醫療機構、弱勢家
庭使用。
華濟醫院於2007年因故停業後，醫療大樓與院區處於荒廢狀態，
直至2020年由皇家護理集團、三和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接手，擬轉
型為長照機構，遂聯繫慈濟基金會，打算將醫院內尚可使用的醫
療設備捐出，包含四百張電動病床及輪椅等。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志工謝國榮、葉晉宏、曾立文，10月13日在皇
家護理集團旗下的幸福長照中心執行長黃明全陪同下進行會勘，
確認設備堪用現況，並回報基金會，擬定倉庫存放、運輸車輛、
人力支援等事項後，本日展開電動病床搬運作業，每日動員志工
約二十五人，將四百張電動病床一一搬出病房，結集在大樓門
口，再派車載運到南投縣草屯鎮、彰化縣田中鎮、苗栗縣、宜蘭
縣及臺東縣關山鎮的輔具平臺倉庫存放，經修繕、消毒、整理
後，開放弱勢家庭、醫療機構等申請使用。搬運作業於2日晚上
約6時告一段落。

慈濟環保輔助平臺接獲電

動病床等醫療設備之捐

贈，動員志工前往華濟醫

院搬運。攝影／林家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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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宗教處職工黃慧蓉偕同慈濟長照推展中心、嘉義志工團
隊，再度會同黃明全執行長進行會勘，確認其餘可資源回收的器
材，如辦公室裡的鐵架、置物櫃及各項紙類資源等，由志工初步
分類後，送到慈濟環保站進行後續資源回收，處理後其所得捐助
慈濟購買輝瑞疫苗（BNT）。
幸福長照中心執行長黃明全，三年多前因中心院民向慈濟環保輔
具平臺申請高背輪椅、氣墊床等，因而結識慈濟；三年多的合作
與互動，雙方培養互信關係，黃執行長非常認同慈濟環保輔具平
臺的理念，並大力支持平臺運作，只要有輔具需回收，均會通知
慈濟處理。黃明全表示，本身為護理長照集團，此次醫院轉型為
長照機構，但原本院內有很多設備用不到，若變成廢棄物，實在
太浪費，因此決定請慈濟來幫忙，協助分送到有需要的家庭或單
位，讓醫療設備物盡其用，嘉惠弱勢族群。

 ◆ 2021.11.01 慈濟基金會舉辦「安住這疫關」慈善聯展比賽，自8月15日至9月
15日徵集五歲以上兒童、青少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生活、我
家餐桌蔬食好料理等為題進行繪畫、作文參賽，並於本日公告獲
獎名單。

 ◆ 2021.11.03 慈濟印尼萬隆聯絡處在展玉縣（Cianjur）蘇卡布甲村（Desa 

Sukabungah）援建吊橋，讓居民能安全進出村落，於本日舉行動
土典禮。此橋為萬隆慈濟為偏鄉援建的第六座吊橋。

 ◆ 2021.11.03 智利聖格雷戈里奧德喇沙學校（Colegio San Gregorio de la Salle）
一名聽障生，因助聽器毀損，學習受阻，慈濟志工參與認捐，並
在該校發起義賣籌款活動，帶動師生發揮愛心，本日將所募金額
送往學生家中。

 ◆ 2021.11.06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前往湖南省中醫藥大學含浦校區，進行助學生

慈 濟 志 工 前 往 華 濟 醫

院 ， 進 行 資 源 回 收 分

類。攝影／王翠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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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活動，志工與校方提報的四十二位新生互動，了解他們的生
活情形並給予勉勵。

 ◆ 2021.11.06 印尼東爪哇峇都市（Batu）4日因河水氾濫，發生洪災。泗水慈
濟志工勘災後，本日致送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物資予收容所公共
廚房使用，為災民供餐。

 ◆ 2021.11.07 印尼全國進入雨季，許多地區遭逢連日大雨，陸續傳出淹水災
情。西加里曼丹省（Kalimantan Barat）於10月下旬發生水患，新
當縣（Sintang）、梅拉威縣（Melawi）等地災況嚴重，積水遲遲
未退。該省舍米道（Semitau）慈濟志工11月7日展開關懷，陸續
前往喜拉特犀利鎮（Silat Hilir）的樂美達克村（Lemedak）、北
里基村（Perigi）等地發放物資。

同屬西加里曼丹省的山口洋慈濟志工，備辦大米、速食麵、食用
油等援助物資，13日委由坤甸市（Pontianak）駐軍，送至新當縣
各收容中心，16日與來自雅加達的志工會合後，翌日起陸續在新
當縣、梅拉威縣進行發放。由於部分村里仍泡在水中，慈濟志工
在軍方協助下，搭乘小型船艇為災民分送物資。另外也致送大
米、雞蛋，予收容中心的公共廚房。
位於印尼西部的北蘇門答臘省（Sumatera Utara）亦遭暴雨襲擊，
該省雪冷貝達蓋縣（Serdang Bedagai）瑟一蘭巴鎮（Kecamatan 

Sei Rampah）有八個村落淹水，造成二千多戶受災。部分社區積
水超過兩週，居民出入只能徒步涉水或以橡皮艇代步。慈濟丁宜
聯絡點志工勘災後，於16日為災民發放大米，另至十個避難所發
放五百份熱食與泡麵。

 ◆ 2021.11.07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本日起展開冬令發放，陸續於聖露西亞雷
弗爾瑪市（Santa Lucía la Reforma）、新聖羅莎市（Nueva Santa 

Rosa）、聖安德烈詩市（San Andrés Semetabaj）等地，為每戶致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新當縣

因連日大雨，頓成水鄉澤

國，慈濟志工在軍方協助

下，搭乘小型船艇前往淹

水地區分送物資。圖片／

慈濟印尼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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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二十磅大米、五穀粉、食用油及毛毯等物資；28日在聖馬丁薩
卡特佩克斯市（San Martín Sacatepéquez）完成本年度最後一場。

 ◆ 2021.11.08 新竹巿慈濟榮董與億融投資有限公司繼9月捐贈全新輪椅予三家
慈濟醫院後，10月13日再捐五十臺予大林慈濟醫院、21日捐一百
臺予臺中慈濟醫院，本日致送一百臺到花蓮慈濟醫院。

 ◆ 2021.11.08 新北巿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陸續在汐止區展開居
家安全改善施作，除關懷獨老、兩老相依等弱勢家庭外，修繕團
隊5日為獨居的林姓慈濟委員住家、本日為聖覺寺裝設安全扶手。

 ◆ 2021.11.09 慈濟約旦分會於11月9日至12月17日進行本年度冬令發放，分別
在安曼、南薩、伊爾比爾、馬夫拉克、約旦河谷、死海窪地，以
及南部阿巴西、沙喀拉等地，為長期照顧戶發放大米、豆子、食
用油等生活物資，逾一千四百戶受益。其中，位在北部的馬夫拉
克是冬季氣溫最低的地區，慈濟志工考量當地的敘利亞難民及貝
都因貧戶，生活、交通不便，就醫困難，於11月26日結合人醫會

瓜地馬拉慈濟志工在聖露

西亞雷弗爾瑪市，為弱勢

家庭舉辦冬令發放，提供

米糧、食用油等民生必需

品，並協助將物資一一放

入民眾的袋子裡。攝影／

葉吳麗珠

慈濟約旦分會於南部沙喀拉進行

冬令發放，為貝都因貧戶送上生

活物資。慈濟志工也幫孩子換上

新鞋及厚外套。圖片／慈濟約旦

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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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前往舉辦義診，同時也至虎威賈村、卡迪爾納佳村及札塔
里等鄰近地區，致送冬令物資。

 ◆ 2021.11.10 中國大陸四川省成都市11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慈濟志工接獲
當地志願者團體提出物資需求訊息，經聯繫了解需求後，備妥
四十張折疊床、二百條毛毯，送往成華區九個社區服務據點。

 ◆ 2021.11.10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自本日起至12月19日，與衛生局合作，
提供靜思堂場地設置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站，為民眾施打第三劑疫
苗，共服務二萬六千九百人。

 ◆ 2021.11.10 辛巴威慈濟志工在東馬紹納蘭省（Mashonaland East）勾羅蒙利區
（Goromonzi）兩處農村（Boderlands、Matemba）開鑿水井，為
社區居民提供乾淨的民生用水，計四百五十戶受益。

 ◆ 2021.11.11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志工是日前往新北巿平溪區、金山區，回收會
眾所捐出的醫療病床、便盆椅、輪椅及尿布等，並進行清潔、消
毒、修繕等作業，於29日入庫保管，待後續需求申請、捐贈弱勢
族群使用。

 ◆ 2021.11.11 慈濟緬甸聯絡處與緬甸臺商總會合作，於11、14日陸續前往岱枝
鎮孤兒院（Yellow Generation Wave）、莫比鎮飄甭達密多達雅寺
院（Pyar Pone Thamain Daw Daya）、萊古鎮塢溫孤兒院，及丹茵
鎮柯瑪雅瑪密、速道碧兩家寺院，發放糧食、生活用品及文具等
物資。

 ◆ 2021.11.13 慈濟芝加哥分會持續關懷6月下旬因龍捲風、暴雨而受災的郊區
居民，因應感恩節、耶誕節將至，13、20日於會所舉辦發放活
動，再度送上現值卡、環保毛毯等物資，另提供禦寒手套、圍巾
及童書等禮品，予以祝福。

 ◆ 2021.11.14 智利慈濟志工於上普恩特區（Puente Alto）舉辦紓困發放，提
供糧食包予瑪麗亞雷納學校（Colegio María Reina）貧困家庭，
及新住戶基金會（Fundación Madre Josefa）、街頭愛心團結團
體（Agrupación Solidaria Corazón de Calle）等慈善機構，共幫助
二百戶。

 ◆ 2021.11.14 加拿大本拿比慈濟志工於2017年起，與學校社工合作，為新移民
至加拿大的難民家庭提供物資援助。本日志工逐戶發放，提供超
市禮物卡、保暖衣物、口罩，及慈青縫製的小抱枕等結緣品，幫
助來自中東、非洲、中美洲等地的新住民共十四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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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1.15 新北市樹林區福興街一間店面於15日上午8時許傳出火警，波及
十六戶，無人受傷。慈濟志工前往現場關心，提供飲水予警消人
員，並於16日進行訪視，確認有財產損失者計八戶，21日發放慰
問金。

 ◆ 2021.11.16 慈濟美國喜瑞都聯絡處響應諾瓦克社會服務中心（Norwalk City 

Social Services Center）感恩節食物籃計畫，本日志工前往該中心
致送物資，作為捐助弱勢家庭之用。

 ◆ 2021.11.16 慈濟基金會援助蒙古國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捐贈一百個由花蓮
慈濟醫院研發的防護隔離罩，連同駐烏蘭巴托臺北貿易經濟代
表處所捐贈的一百個，於本日在蒙古完成清關，12月23日捐贈
予蒙古國家傳染病中心。蒙古國成為慈濟第九十六個防疫物資
援助國家。

 ◆ 2021.11.16 印尼比亞克（B i a k）慈濟志工參與軍方在巴布亞省溫蒂島
（Wundi）舉辦的疫苗接種活動，為居民發放二百份生活物資，包
括大米、食用油、麵粉等，並分送餅乾、零食及文具予當地孩童。

 ◆ 2021.11.17 加拿大素里市慈濟志工，於街友庇護所（Front Room）舉辦冬令
發放，提供保暖外套、防疫口罩，及生活物資包。志工自2002年
起每年進行歲末發放，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改以捐贈方式。

 ◆ 2021.11.19 新北巿汐止區慈濟志工關懷鍾姓委員年邁雙親，結合「安穩家園
•美善社區」專案，10月3日場勘丈量施工位置，於本日裝設安
全扶手等；另考量鍾女士術後在家療養，遂串連慈濟環保輔具平
臺，於10月5日贈予一張電動病床，並檢測日前送去的製氧機，
以確保運作正常，打造安全、舒宜的居家療養環境。

 ◆ 2021.11.20 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於嘉義聯絡處舉辦溫馨茶會，慰勞警
消人員維護治安的辛苦，並透過視訊連線，為遠在美國的刑事鑑
識專家李昌鈺博士慶生。

加拿大本拿比慈青於會所

縫製愛心小抱枕，一針一

線注入滿滿的祝福，預備

作為結緣品，贈予新移民

難民家庭。攝影／吳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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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1.20 新北市三峽區的三鶯環狀線捷運工程，傳出工安意外，造成三人

往生。慈濟志工展開關懷，分別於24、25日為罹難者家屬送上慰
問金；另一往生者家屬婉謝關懷。

 ◆ 2021.11.20 美國加州矽谷慈濟志工與東帕洛阿圖市（East Palo Alto）食物銀
行合作，為九十八戶弱勢家庭發放現值卡及糧食等物資，提前送
上感恩節祝福，另帶動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慈青社
學生加入服務行列。

 ◆ 2021.11.21 慈濟印尼分會房屋扶困計畫，於北雅加達本札令安區
（Penjaringan）卡馬爾．穆阿拉村（Kamal Muara）展開第二階段
援建，於本日進行受助戶訪視與簽署同意書。

 ◆ 2021.11.22 慈濟基金會援助尼泊爾藍毘尼國際佛教協會，興建義診中心大
樓，於本日舉行線上簽約儀式。

 ◆ 2021.11.23 慈濟日本分會有感於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許多人收入大幅減
少，甚至失業，進而導致家庭面臨斷炊，遂向政府社會福利相關
單位申請開辦食堂，以低廉價格或免費的方式供餐給有需要的民
眾，希望藉著供餐的機會，一方面發掘需要援助的鄉親，另一方
面也將素食護生的理念分享出去。
慈濟日本分會開辦食堂的構想，來自於當地「兒童食堂」，它是
日本民間為低收入家庭、父母晚歸的孩子，提供低價或免費餐飲
的地方。然而許多兒童食堂受疫情衝擊而關閉。慈濟志工在9月
的分會幹部會議中，決定在各社區尋找需要協助的兒童食堂，同
時也觀摩兒童食堂的運作方式，為籌設食堂作準備。

新宿區社會福祉協議會支援課中島女士，至慈濟日本分會勘察環
境，讚歎會所廚房空間寬敞、明亮，專業的設備可與餐廳媲美，
表示新宿地區尚無環境如此完善的兒童食堂。在她的建議下，慈
濟志工將食堂的供餐對象，擴及更多的弱勢族群，並將其取名為

慈濟日本分會大愛食堂首

次供餐活動，新宿區社會

福祉協議會支援課中島女

士（左二）特地前往關懷

及陪伴。攝影／吳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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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食堂」，計劃在每月第二、四週的週二，為社區獨居長
者、弱勢家庭兒童等提供素食便當，並比照其他兒童食堂，孩童
免費，成人則每份酌收日幣三百元，於本日正式啟動。
開賣第一天，有民眾抱著一探究竟的心態而來，也有住在會所附
近的居民，想嘗試無肉料理的滋味。其中一位年輕媽媽推著嬰兒
車前往領取便當，當志工得知她家中僅有母子三人，但此次只領
取兩個孩子的便當，為此心中也多一分惦念，若有機會將持續關
懷，了解是否有需要協助之處。首次活動共十一人預約領取。

 ◆ 2021.11.24 澎湖慈濟志工於23日接獲海巡署通知，有十位滯留的外籍漁工缺
少保暖衣物，遂於本日送去衣物及十件環保毛毯。

 ◆ 2021.11.25 臺北巿大安區慈濟志工是日為仁愛路一位獨居長者清掃住家，該
案為長者鄰居提報。案主排泄失禁，無自理能力，導致環境髒
亂、異味嚴重，影響社區衛生，里長曾多次協助清理，但礙於長
者不信任外人，不願接受幫助，直到慈濟志工上門，方同意居家
打掃。

 ◆ 2021.11.25 時值歐洲寒冬，慈濟基金會繼7月的夏衣發放後，再度為塞爾
維亞境內難民發放冬衣。德國、義大利、荷蘭及英國的慈濟
志工，25至27日結合塞爾維亞與波士尼亞本土志工，在歐普
（Obrenovac）、希德（Sid）、阿德塞微西（Adasevci）、克爾尼
亞察（Krnjača）等難民營，發放一千件禦寒外套。
塞爾維亞入冬之後，平均氣溫都在個位數。在領取物資的隊伍
中，有些難民穿著單薄，無法抵禦低溫，一拿到外套後，便迫不
及待穿上。慈濟志工分送冬衣的同時，也遞上列有歐洲各國及澳
洲慈濟據點聯絡方式的卡片，表示若轉往其他國家，有需要協助
之處，可聯繫就近的志工，另外亦請託難民委員會人員將此訊
息，告知有需要的難民。參與發放工作的慈濟志工哈迪，此行也

塞爾維亞本土志工塔瑪拉

（左一）遞上慈濟聯絡卡

片，提醒難民若前往其他

國家，有需要協助之處，

可聯繫當地慈濟志工。攝

影／德揚阿憲迪耶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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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任職的台達電德國分公司，捐贈二十臺再生電腦，予難民委
員會培訓職員使用。
歐洲各國慈濟志工自2020年1月冬衣發放後，便因新冠肺炎疫情
而暫停前往塞爾維亞支援發放。在此期間皆由當地本土志工獨力
承擔起關懷工作。此次發放圓滿結束後，跨國團隊特地向難民委
員會借用場地，舉辦歲末祝福活動，以福慧紅包感恩本土志工的
承擔，及難民委員會人員的付出。

 ◆ 2021.11.26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自2021年3月起，每月捐助食材予聖潔之
家愛心食堂（Hogar de paso Sagrada Familia），協助供餐給經濟拮
据的住院病患家屬，本日另致送蔬食食譜，傳遞健康茹素理念。

 ◆ 2021.11.27 菲律賓移工艾雷諾於2018年至臺灣義美公司上班，2021年6月契
約期滿前，因罹患結核性腦膜炎而成為植物人。住院療護期間，
由雇用公司負擔醫療費用，而慈濟志工關懷其家庭、協助翻譯，
並安排是日返國，由菲國慈濟志工接力照顧。

 ◆ 2021.11.27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與聖公會教堂（All Saints Episcopal Church）
合作，為街友提供保暖冬衣、棉被、毛毯等禦寒物資，並提供
熱食。

 ◆ 2021.11.27 慈濟印尼分會與實業家合作，於2 7、2 8日在蘇拉威西島
（Sulawesi）巴路市大愛一村、希吉縣大愛二村，為居民發放生
活物資，以減輕疫情期間的經濟負擔。

 ◆ 2021.11.28 慈濟高雄分會接獲巿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報
個案，經訪視後，是日動員超過三十人協助居家清掃。案家位在
三民區正豐街，一家五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不擅整理環境、屋
內囤積大量雜物，防治中心初獲提報，經確認案家無明確暴力事
實後，遂轉介慈濟接手關懷。

歐洲慈濟志工於寒冬來臨

之際，前往塞爾維亞難民

營發放禦寒外套，並帶動

團康遊戲，與孩童同樂。

攝影／林詠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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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1.28 美國華盛頓州每年10月起進入雨季，但11月中旬的連日豪雨，造
成北部的斯卡吉特河（Skagit River）水位暴漲，傍河的維農山市
（Mt. Vernon）因此遭遇近三十年來最嚴重的水患災情，部分地
區甚至淹到四、五呎高，必須出動氣閥小艇才能援救受困的民眾
和動物。
慈濟西雅圖支會於11月19日接獲當地居民史蒂文（Steven）的提
報，居住在河岸樹林內的數十名街友，因家當被瞬間襲來的洪水
沖刷殆盡，如今身無長物又無遮蔽處，處境堪憂，亟需援助。
西雅圖慈濟志工21日前往單程約一個小時的災區勘察災情，並了
解到當地教會及社區民眾雖然都曾幫助街友，但所供物資較為
零星，不足所需。志工有感於發放迫在眉梢，緊急於一星期內動
員支會志工備齊所有救災品項，於28日⸺感恩節長假的最後一
天，在維農山的華盛頓小學（Washington Elementary School）舉
辦發放。

當天，氣溫只約攝氏六度，又遇滂沱大雨，卻不減志工助人的
熱情，也更能體會街友一無所有，徘徊街頭受寒的無助心緒。
在史蒂文等社區民眾的協助通知下，街友們紛紛來臨，許多人

慈濟志工以人力接龍的方

式，將滿屋的回收物品及

雜物，由四樓清運到一樓

的環保車。攝影／郭玫君

美國西雅圖慈濟志工前往

維農山市，與社區民眾交

流，了解傍河而居、受河

水暴漲影響的街友狀況，

評估發放所需。攝影／常

宏文



384

55
因保暖不足而瑟瑟發抖；志工與熱心的社區民眾合作，為他們送
上圍巾、帽襪、毛毯等保暖用品，還有帳篷、睡袋，及防雨外套
等雨具；也有居民發心送來熱咖啡、甜甜圈等餐食，為他們暖
胃、驅寒。發放結束後，志工回程前另再前往一所街友臨時之家
（Skagit First Step Center）捐贈物資，予以關懷和祝福。

 ◆ 2021.11.28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致送胃造口套件，予一名吞嚥困難、癱
瘓臥床，並患有癲癇症的九歲女童。個案家庭經濟重擔仰賴案
父，收入微薄，案母全心照顧患病女兒，無法謀職，故向慈濟
尋求援助。

十二月
 ◆ 2021.12.02 紐西蘭基督城慈濟志工捐贈三百六十瓶食品罐頭，予迪爾塔之家

食物銀行（Delta Community Support Trust Food Bank）。

 ◆ 2021.12.02 巴拉圭東方市聖米格區（San Miguel）義消守護站，由於成立未
久，且偏鄉資源匱乏，遂向慈濟志工提出寢具、糧食等生活援助
需求。志工11月底前往關懷、評估，本日先緊急致送二十二公斤
食物籃，及二百個口罩。

 ◆ 2021.12.02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於2、5、12日，陸續在瑪麗亞路易莎公
立小學（Escuela Maria Luisa Sepulveda）、拉佛羅里達區（La 

Florida）特殊教育學校（Escuela De Lenguaje El Principito）及卡查
波阿爾省（Cachapoal）倫戈鎮（Rengo），為約六百戶弱勢家庭
進行紓困發放。

 ◆ 2021.12.02 慈濟美國西雅圖支會捐贈電腦予印第安納更生人教育中心，提供
學員使用。

 ◆ 2021.12.03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一家餐廳於3日傍晚發生火災，波及鄰近
店家，無人傷亡。慈濟志工獲悉前往現場關懷，並提供薑湯、礦

美國西雅圖慈濟志工於維

農山市，為受水患影響

的街友發放物資，並貼心

準備大型塑膠袋讓他們盛

裝，以免被雨水淋溼。攝

影／常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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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麵包、飯糰、包子等，供警消人員補充體力。

 ◆ 2021.12.03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致送一百四十三張病床及十一張推床等，予屏
東縣長治鄉的屏安醫院、福慧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附設大同之
家。該批醫療輔具回收自嘉義華濟醫院。

 ◆ 2021.12.04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4、5日，前往湖南省華容縣鮎市中學、建華
小學，舉辦「衣衣不捨•新衣送愛」活動，為四百五十位學生
送上包含保溫瓶、圍巾，及慈濟志工整理的新衣，讓孩子穿暖
衣過新年。

 ◆ 2021.12.04 美國東洛杉磯慈濟志工於核桃教育園區，為哈崗拉蓬地聯合學區
（Hacienda La Puente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居無定所的弱勢學生
家庭舉辦冬令發放，提供現值卡，及乾糧、棉被等物資。

 ◆ 2021.12.04 美國華盛頓州於7、8月，陸續在西塔科市（SeaTac）及塔克維
拉市（Tukwila）發生公寓火災，慈濟西雅圖支會即時為災民
提供急難救助金後，仍持續關懷，本日在塔克維拉社區中心
（Tukwila Community Center）舉辦冬令發放，提供他們現值卡等
物資，並送上耶誕節慶蛋糕等應景祝福禮。

 ◆ 2021.12.05 慈濟印尼分會協助茂物縣（Bogor）辛巴克村（Simpak）修築聯
外道路，於本日舉行啟用儀式，並為村民發放大米。

 ◆ 2021.12.05 印尼東爪哇盧馬姜縣（Lumajang）的塞梅魯火山（Semeru），於
4日爆發，造成人員傷亡，數千人撤離至收容中心。慈濟泗水聯
絡處志工就近動員，自5日起展開援助行動，在警方陪同下至災
區勘災，為收容中心的災民發放口罩、睡墊、毛毯、飲用水等物
品，並於9日分別前往盧馬姜綜合醫院（RSUD Lumajang）、盧
馬姜警察醫院（RS Bhayangkara Lumajang）和巴西里安綜合醫院
（RSUD Pasirian），慰訪傷患及家屬，送上慰問金。除此以外，
亦致送六百份盥洗用品、飲品及口罩等，予救災的軍警人員，感
恩他們在第一線付出。

印尼泗水慈濟志工進行塞

梅魯火山爆發關懷行動，

除了為災民發放生活物資

之外，也致送盥洗用具等

物品，予協助救災的軍警

人員。圖片／慈濟印尼分

會提供



386

55
盧馬姜縣有十多個村落遭火山灰、泥流掩埋，居民無家可歸，
只能繼續安身在收容中心。慈濟志工18日再度前往該縣，捐贈大
米、奶粉、衣物、日用品等物資，並與實業家合作捐贈二千袋水
泥、一千二百件鋤頭等工具，協助收容中心興建廁所、浴室等公
共設施，方便災民使用。另外，慈濟印尼分會23日亦捐贈三十公
噸大米，由海軍協助運往泗水，再由當地慈濟志工接手，進行後
續的發放工作。

 ◆ 2021.12.05 慈濟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洛麗聯絡處志工，關懷達勒姆救援團
（Durham Rescue Mission）弱勢家庭兒童，本日除提供晚餐服
務，並捐贈募集而來的拼圖、益智遊戲等玩具，預祝耶誕節快
樂。

 ◆ 2021.12.06 新竹郭姓慈濟委員深受榮董團隊捐贈輪椅予慈濟醫院所感動，連
袂胞姊變賣黃金、籌足費用，採買全新輪椅，是日送七十五張予
屏東縣屏安醫院、13日送三十張給大林慈濟醫院。

 ◆ 2021.12.07 加拿大卑詩省列治文市慈濟志工，於救世軍列治文緊急庇護所
（The Salvation Army Richmond House）舉辦冬令發放，為街友送
上毛毯、毛帽、手套等保暖物資，同時傳遞耶誕節祝福。

 ◆ 2021.12.08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志工於花蓮市中央路慈濟環保教育站，協助社
團法人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舉辦脊損傷友「行」動關懷
活動，邀約電動輪椅技師劉志宏，為脊損傷友提供行動輪椅電池
義檢服務。

 ◆ 2021.12.08 慈濟泰國分會於8至10日進行難民援助發放，為每戶致送生活補
助金與大米等生活物資，共一千二百二十五戶受益。

 ◆ 2021.12.08 印尼棉蘭慈濟志工為中塔帕努里縣（Tapanuli Tengah）援建兩座
吊橋，分別座落於希瑪諾索村（Samancor）、曼度亞瑪斯•拉馬
村（Manduamas Lama），於8、9日舉行啟用典禮。

慈濟志工前往盧馬姜綜合

醫院，關懷在塞梅魯火山

爆發中受傷的鄉親，聆聽

家屬訴說傷者的狀況，並

送上慰問金。圖片／慈濟

印尼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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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2.08 印尼南蘇拉威西省（Sulawesi Selatan）南佳樂松鎮（Galesong 

Selatan）本多卡囊村（Bontokanang）海岸侵蝕嚴重，4日有三十
戶居民被迫撤離。錫江慈濟志工8日前往慰訪，並送上大米、速
食麵、麵包、飲用水、紗籠等物資。

 ◆ 2021.12.09 慈濟基金會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請求，於9至21日每天動員
三十名志工，支援臺北車站大廳「莫德納疫苗施打站」各項服
務，包含秩序與動線引導、民眾接種關懷，及外籍人士翻譯溝
通等。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因應國際間新冠肺炎新變異株疫情
（Omicron），提升疫苗覆蓋率，自12月5日起在臺北車站開設莫
德納疫苗接種站；開打後第二天，民眾接種踴躍，除原三軍總醫
院松山分院醫護人力外，指揮中心6日起再協調三軍總醫院及衛
生福利部臺北醫院醫療人力增設兩個施打處。
慈濟基金會為協助防疫，除了購捐五百萬劑輝瑞疫苗（BNT）
外，北部地區慈濟志工更承擔起眾多靜思堂疫苗施打站的防疫志
工勤務，由於經驗足夠、加上服務貼心，頗獲肯定，因此指揮中
心便向慈濟提出志工人力需求。
慈濟基金會在8日接獲請求後，經防疫協調總指揮中心安排，由
中正區志工投入服務，配合三家醫院醫護團隊需求，引導民眾排
隊、維護場內秩序、協助資料填寫等，並隨時關懷民眾接種後身
體變化；另外，車站外籍人士往來頻繁，為了讓他們順利接種疫
苗，故也協助外語翻譯溝通，為臺灣防疫盡一分心力。

 ◆ 2021.12.09 智利慈濟志工展開耶誕節關懷幼童活動，9日與弗朗西斯科瓦雷
拉學校（Colegio Francisco Varela）合作，前往拉佛羅里達區（La 

Florida）貧困社區，捐贈玩具及營養補給品；13日於公立幼兒園
（Jardín Infantil Víctor Manuel）為弱勢家庭兒童致送物資。

慈濟志工在臺北車站大

廳 「 莫 德 納 疫 苗 施 打

站」提供服務，引導民

眾填寫相關資料。圖片

／宗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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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2.09 巴拉圭新冠肺炎疫情未緩，確診人數持續攀升。東方市慈濟志工

主動聯繫市立醫院，確認防疫物資需求，本日前往捐贈口罩、防
護衣及清潔用品。

 ◆ 2021.12.10 慈濟基金會與天主教臺灣明愛會臺北總教區關懷外勞牧靈辦公
室合作，於淡水漁人碼頭為四十三位外籍漁工，送上厚毛毯、
毛帽、圍巾、厚襪、香積麵等冬令物資；另於17至19日分別在頭
城大溪漁港、南方澳漁港、南方澳教會等地，持續關懷外籍漁
工，送上厚毛毯、毛帽、圍巾、厚襪、香積麵等冬令物資，共
一千三百五十五份。

 ◆ 2021.12.11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11、12日，於河北省易縣七峪鄉、橋頭鄉、安
格莊鄉、良崗鎮，舉辦寒冬送暖活動，為他們送上大米、食用
油、生活包等物資，幫助三千四百五十七戶家庭。

 ◆ 2021.12.11 慈濟紐西蘭分會於11日舉行奧克蘭新芽助學金頒發典禮，為避免
群聚，以線上連線方式進行。本年度共有六十七位學生獲得，分
別來自麥奴瑞哇中學（Manurewa Intermediate School）、道森小
學（Dawson School）等四校。

 ◆ 2021.12.11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與東帕洛阿圖市（East Palo Alto）食物銀行
合作，為弱勢家庭舉辦冬令發放，提供保暖衣物、口罩等生活
物資，另準備實用小家電，及巧克力糖等耶誕禮物，祝福佳節
平安。

 ◆ 2021.12.11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省（Buenos Aires）慈濟志工，於12月11

日及15日，分別前往奇爾美士市（Quilmes）魯漢村（Lujan）、
荷西帕茲社區（Jose C. Paz）太陽與綠色無國界民間團體
（Asociacion Sol Y Verde Sin Frontera）舉辦歲末發放。

 ◆ 2021.12.11 慈濟美國總會於威明頓社區門診中心，為低收入家庭舉辦冬令發
放，除每月提供的蔬果外，另致送現值卡，提前送上耶誕祝福。

慈濟志工關懷外籍漁工，

為其繫上環保圍巾，提醒

他們要照顧好身體健康。

攝影／謝明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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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2.11 慈濟基金會「墨西哥強降雨水患賑災團」成員6日起陸續抵達墨
西哥，協助及陪伴本土志工籌備發放事宜，本日於莫雷洛斯州
（Morelos）特拉亞卡潘市（Tlayacapan）進行首場發放，為災民
提供物資卡、環保毛毯等日用品。

 ◆ 2021.12.12 澳洲雪梨慈濟志工自2013年起，於每年歲末舉辦「送你愛的禮
物，祝你幸福（Give a gift）」活動，邀約照顧戶及星兒家庭
共聚，致送新年禮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改為逐戶慰訪，
本年自即日起為四十五戶家庭送上祝福禮包，並提供購物券予
一百二十二位孩童。

 ◆ 2021.12.12 美國加州矽谷慈濟志工與華森威爾市政府（Watsonville）合
作，舉辦「播撒愛的種子（Spread the Seeds of Love）」冬令發
放，為貧困農工、受虐婦幼家庭及無依長者，分送內含盥洗用
品的生活物資袋，及耶誕禮物等。雙方第十九年攜手，由市府
提供關懷名單，慈濟統籌物資備辦，並帶動庫菩提諾慈濟人文
學校師生參與。

 ◆ 2021.12.13 柬埔寨金邊市金邊縣10日發生民宅大火，約八十戶受災。慈濟
志工勘災後，於本日前往發放急難救助金、毛毯及衣物，共有
四十三戶受益，另分送背包、文具用品予受災家庭學生。

 ◆ 2021.12.13 多明尼加慈濟志工自2021年11月中旬起，將臺灣慈濟志工吳宜潔
捐贈的一萬二千雙新鞋陸續分送至貧困社區。今年，慈濟基金會
方在多明尼加註冊完成，故而此次報關是首次以慈濟的名義進口
物資；然而從臺灣送抵多明尼加的愛心鞋到順利展開發放，期間
的過程卻有一番周折。
原因是，慈濟在多國註冊登記未滿兩年，無法享有海外進口貨物
免稅福利，由於關稅金額昂貴，本土志工貝羅（Luis Beiro）委
請立思鼎報社（Listín Diario）社長范胡（Miguel Franjul），協助

墨西哥本土慈濟志工於莫

雷洛斯州特拉亞卡潘市，

逐戶為水患災民遞送發放

通知單，邀請他們參加慈

濟舉辦的物資捐贈活動。

照片／墨西哥強降雨水患

賑災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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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關接洽、協調；社長也親自撰文，登報介紹慈濟於1998年因
喬治颶風（Georges）賑災因緣，在多明尼加開啟慈善濟助、醫
療義診等各項關懷弱勢的行動，並釋出近日有一批運抵國門、來
自臺灣的捐贈鞋，慈濟計劃將在貧困社區分送的消息，但因關稅
高昂，尚未結關。

報導一出，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與認同，未久，慈濟志工接獲總
統府、海關單位的主動聯繫，同意特例享有免稅通關許可。而海
關代表等政府人員於鞋子通關後，也出席觀禮多場發放，同時記
錄捐贈過程，並對慈濟志工啟發受助者愛心，捐出涓滴善款以響
應「竹筒歲月」的慈善精神有所感動，也支持小錢行大善理念。
來自臺灣的萬雙新鞋，在本土志工的整理、分類下，依需求者
名單，分次送往小學、索蘇阿市（Sosua）俄巴烈多社區（El 

Valedor）、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垃圾掩埋場附近貧困區
域等赤貧社區，截至12月13日止共完成二十場發放。

另外，慈濟基金會向臺灣農委會申請的四千包援外大米，也首
次運抵多明尼加，志工並在11月下旬進行發放，為弱勢家庭紓
困。此批大米是透過天主教教會（Arzobispado Santo Domingo）

多明尼加慈濟志工於俄巴烈

多社區，發放臺灣慈濟志工

捐贈的愛心鞋。孩童開心展

示手裡剛拿到的新鞋。照片

／多明尼加聯絡處提供

多明尼加慈濟志工前往位於

邊遠山區的翁多鎮，為弱勢

家庭發放臺灣農委會援外大

米，並致送同樣來自臺灣的

捐贈鞋。照片／多明尼加聯

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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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進口，捐助對象除了養護機構、孤兒院，及拉羅馬那省（La 

Romana）海地移民村等社區外，也將大米送往該教會關懷的艾
利斯皮亞省（Elias Pina）翁多鎮（Hondo Valle），一個與海地交
界的邊遠山區，共七百戶受益，而除了發放大米外，也送出約
一千五百雙新鞋。

 ◆ 2021.12.14 慈濟基金會第六年資助臺灣盲人重建院，自3月1日至11月19日辦
理「一一○年度丙級按摩養成班」，協助十六位視障者習得一技
之長。受到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影響，學員課程停止三個月，而慈
濟志工人文課程也全面暫停，8月重新開課，本日特別舉辦人文
關懷圓緣活動，並接受學員實務按摩練習。

 ◆ 2021.12.14 智利聖地亞哥慈濟志工14日前往聖格雷戈里奧德喇沙學校
（Colegio San Gregorio de la Salle），支援熱食發放，並舉辦小型
蔬食推廣料理課，校內神父、工作人員共六人參加；15日參與科
迪勒拉學校（Colegio Cordillera）發起的愛心送餐活動。

 ◆ 2021.12.14 慈濟美國橙縣聯絡處與食物銀行合作（Orange County Food 

Bank），在聖塔安娜學區（Santa Ana Unified School District）為
英雄小學（Heroes Elementary School）、麥迪遜小學（Madison 

Elementary School）等校，為弱勢家庭進行食物發放。

 ◆ 2021.12.15 臺南巿南區健康路二段一棟五樓公寓本日發生火災，慈濟志工獲
訊趕赴現場，提供麵包、飲水讓警消人員補充體力；並於16、18

日致贈慰問金予七戶受災家庭。

 ◆ 2021.12.15 美國中西洛杉磯慈濟志工於耶誕節前夕慰問警消人員，本日前往
聖蓋博市（San Gabriel）、阿罕布拉市（Alhambra）等地的消防
隊及警察局，感恩他們守護市民安全。

 ◆ 2021.12.16 智利慈濟志工16日捐贈二百萬披索，予帕伊內鎮（Paine）街友
收容所（Casita Albergue Mi Casa es Tu Casa），贊助該院擴建
工程，並關懷院內長者；20、21日為養護中心（Centro El Buen 

Samaritano）、弱勢家庭送上耶誕節食物盒。

 ◆ 2021.12.17 印尼爪哇島中萬丹省（Banten）當格朗縣卡卡村（Desa Gaga）
12月初遭遇洪水，積水多日未退。慈濟印尼分會和世達集團
（Agung Sedayu Group）合作，是日發放七百份生活物資，並捐
贈大米、速食麵、食用油等食材，及常用藥品，提供社區公共廚
房與災民使用。

 ◆ 2021.12.17 馬來西亞彭亨州於12月中下旬遭逢連日大雨，全州十一個縣超過



392

55
七成傳出水患災情。關丹、勞務、淡馬魯、文冬等地慈濟志工，
自17日起陸續展開援助行動，前往疏散中心及災區關懷，並發放
熱食、毛毯等物資。

 ◆ 2021.12.17 美國12月中旬發生罕見冬季強烈龍捲風，造成中西部、南部八州
受災嚴重，超過九十人死亡，百餘人下落不明。中西部慈濟志工
災後於密蘇里州、肯塔基州等地展開勘災行動，17、18日先後於
密蘇里州迪菲安斯 （Defiance）、海地市（Hayti）舉辦發放，提
供現值卡、毛毯、圍巾等物資予災民。

 ◆ 2021.12.18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18、19日，分別於山東省臨沂縣河東區、河
北省石家莊市西柏坡鎮西溝村、天津市薊州區、河南省新密市
平陌鎮與許昌市建安區，以及福建省漳州市鄉城區、雲南省昆
明市宜良縣等地，舉辦寒冬送暖活動，為困難家庭送上食糧與
生活物資。

 ◆ 2021.12.18 慈濟基金會「墨西哥強降雨水患賑災團」於18、19日，在
重災區伊達爾戈州（Hidalgo）圖拉市（Tula）、伊茲米奇潘
（Ixmiquilpan），為9月水患受災居民發放物資卡，及環保毛毯
等，兩場近一千三百戶受益。

 ◆ 2021.12.18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及鄰近的雪蘭莪州，自17日起受長時間強降
雨影響，遭遇百年來最嚴重水災。慈濟雪隆分會、巴生支會18日
展開援助行動，前往災區及收容中心發放熱食、毛毯及衣物等物
資，並協助災民清理住家，關懷區域包括巴生、烏魯冷岳、蕉
賴、莎阿南、龍溪，及吉隆坡市中心等地。
此外，慈濟雪隆分會也接到福利局訊息，請求支援救災工作，自
20日起每日提供一千至四千份熱食及日用品等物資，21日亦在軍
方協助下，前往莎阿南太子園（Taman Seri Muda）積水未退的組
屋區，為災民發放飲用水、熱食、麵包、餅乾、蠟燭等物資。

墨西哥慈濟志工於伊達爾

戈州圖拉市，為9月遭遇

嚴重水患的災民發放民生

物資，並協助物資卡的開

卡作業。照片／慈濟墨西

哥強降雨水患賑災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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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退去後，災區滿目瘡痍，到處是淤積的泥漿、泡水的家具和
垃圾，為幫助災民盡快恢復家園，慈濟雪隆分會與軍方、政府單
位合作，於24至26日分別在重災區莎阿南太子園、烏魯冷岳縣斯
里南丁花園（Taman Sri Nanding），進行大規模清掃。吉打、檳
城、霹靂、峇株巴轄、新山等地慈濟志工，亦出動二百餘人跨州
馳援。三天總計超過六千人次投入災區清掃。

 ◆ 2021.12.18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自2020年8月起，與休士頓食物銀行正式合
作，為社區低收入戶提供蔬果發放，期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暫停舉辦，於2021年3月重啟，是日進行本年度最後一場，共
二百一十戶受益。

 ◆ 2021.12.18 海地政治及社會問題持續動盪，經濟愈發不振。慈濟志工於耶誕
節前夕，為太子港拉薩琳區OPEPB學校、太陽城赤貧家庭，發放
臺灣農委會人道援外大米。

馬來西亞雪蘭莪州遭

逢嚴重水患，慈濟志

工冒雨前往災區，為

受困居民發送熱食便

當。攝影／許音包玲

雪蘭莪州莎阿南太子

園為水患重災區，大

水退後遍地淤泥、雜

物。慈濟志工於耶誕

假期動員，協助居民

清理家園。圖片／慈

濟雪隆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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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2.18 適逢耶誕節前夕，印尼錫江（Makassar）慈濟志工前往錫江市
托愛育幼院（Titipan Kasih）及馬洛斯縣（Maros）門重魯鎮
（Moncongloe）創新時代育幼院（Cipta Generasi Baru），為近
一百三十位院童送上耶誕禮物與紅包，另捐贈大米、速食麵、糖
漿及肥皂予院方。

 ◆ 2021.12.18 強烈颱風雷伊（Rai）於16日侵襲菲律賓，重創菲國中部及南
部。保和島、獨魯萬及宿務等地慈濟志工自18日起陸續展開勘
災，慈濟菲律賓分會志工於20日抵達災區，與當地志工會合進行
援助工作，另在實業家的協助下，於22日將近四千條環保毛毯由
馬尼拉空運至獨魯萬，準備發放。

 ◆ 2021.12.19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低窪地區17日因連續豪雨，發生水災。慈濟
芙蓉聯絡處志工19日分別至日叻務縣知知港（Titi）、波德申縣
寧宜地區（Linggi）勘災，20日起展開援助行動，前往河沙壩新
村發放熱食、麵包及飲用水，並至彭加蘭榴槤甘榜（Pengkalan 

Durian）協助清掃環境。25日結合馬六甲、淡邊慈濟志工，前往
甘榜真納（Kampung Chennah）清掃。

 ◆ 2021.12.19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於聖奧古斯丁老人院（Hogar de Anciano 

San Agustin），提前為長者歡慶耶誕節，並致送寢具、尿片等照

慈濟菲律賓分會馳援雷伊

颱風災民，將環保毛毯

由馬尼拉送往獨魯萬。慈

濟志工協助將毛毯搬運上

機。圖片／慈濟菲律賓分

會提供

海地慈濟志工在太子港發

放農委會援外大米，讓生

活經濟困難的弱勢家庭可

以暫得溫飽。照片／海地

慈濟志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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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用品，及贊助看護費用。

 ◆ 2021.12.20 慈濟環保輔具平臺接獲新北市平溪區衛生所附設照管分站提報，
觀音禪寺年逾七旬的師父腦部病變、需人照顧，另一位師父體力
不佳、無力整理寺院，是日動員志工協助清掃，並送上電動醫療
床。

 ◆ 2021.12.20 美國中西部慈濟志工援助受12月強烈龍捲風侵襲，災情嚴重的
肯塔基州（Kentucky），20、22、23、24日陸續於梅菲爾德市
（Mayfield）及鮑靈格林市（Bowling Green）完成四場發放，為
災民提供現值卡，及內含毛毯、圍巾等物資的愛心關懷包。

 ◆ 2021.12.20 慈濟美國西雅圖支會自2009年起，與南西雅圖大學（South Seattle 

College）紐和利學習中心（New Holly Learning Center）合作關懷
更生人，提供食物等生活援助，本日為其發放圍巾、外套、睡袋
等保暖衣物及衛生用品。

 ◆ 2021.12.20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工長期關懷位於法蘭克總統市（Ciudad 

Presidente Franco）的兒童之家（Programa Abrazo），本日志工參
與結業典禮，並致送玩具等禮物，祝福耶誕節快樂。

美 國 中 西 部 慈 濟

志 工 於 肯 塔 基 州

梅 菲 爾 德 市 的 阿

米 什 社 區 （ A m i s h 
Community），為龍

捲 風 災 民 發 放 現 值

卡，及生活物資。攝

影／馬樂

巴拉圭慈濟志工發送麵

包、手工餅乾、果汁飲

料等，予法蘭克總統市

兒童之家的院童，提前

和他們歡度耶誕節。攝

影／蔡奇如



396

55
 ◆ 2021.12.21 慈濟澳洲分會與管理社會住宅的林克文沃斯公司（L i n k 

Wentworth）合作，進行耶誕禮物籃發放，由該公司贊助經費，
慈濟志工採購物資，於本日分送給一百戶弱勢家庭。

 ◆ 2021.12.24 印尼北蘇門答臘聖誕曼達伊霖縣（Mandailing Natal），12月中旬
因連日暴雨，約十六個鎮區遭洪水及土石流侵襲，超過一萬六千
戶受災。慈濟棉蘭支會於24日提供一萬公斤大米、一萬五千顆
蛋、四百箱飲用水，與聖誕曼達伊霖縣地方治災機構、南塔帕努
里軍分區部（Kodim 0212 Tapanuli Selatan）合作發放。

 ◆ 2021.12.25 臺中巿慈濟「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在清水區高東里啟
動，慈濟志工接獲里長提報，走訪十三戶弱勢家庭評估居家安全
改善需求。

 ◆ 2021.12.25 靜思精舍德枰、德倪師父偕同慈濟志工，前往新北市新莊區的樂
生療養院關懷院友，送上福慧紅包，傳達證嚴上人與全球慈濟人
的祝福。

 ◆ 2021.12.25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前往遼寧省大連市、山西省太原市陽曲縣泥屯
鎮龍泉村、廣西壯族自治區來賓市，進行寒冬送暖活動，為困難
家庭送上過冬物資與祝福。

 ◆ 2021.12.26 基隆巿慈濟志工一行二十四人，是日晚間走訪臺鐵車站一帶，為
街友們送上保暖外套、襪子、圍巾、衛生衣、暖暖包、睡袋等禦
寒物品，以及熱薑茶；新北市慈濟志工也在27日前往汐止火車站
附近，30日在三重志業園區及大同公園周邊一帶，為街友送上禦
寒冬衣及圍巾、毛襪等物資，期待他們能平安度過這波寒流。

 ◆ 2021.12.26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前往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夏李鄉，及福建省漳
州市龍文區朝陽鎮、郭坑鎮、薌城區浦南鎮等地，進行寒冬送暖
活動，共為八百三十六戶困難家庭送上過冬物資。

 ◆ 2021.12.30 慈濟基金會動員志工，是日於高雄巿岡山志業園區，打包
六千三百件環保毛毯，並裝入貨櫃，以馳援馬來西亞水患受災鄉
親。

 ◆ 2021.12.31 新竹縣竹東鎮慈濟志工是日為橫山鄉內灣村一戶居家關懷個案打
掃住家，並協助資源回收。案主年逾九旬，其妻住入竹東榮民醫
院護理之家，與長子、一對孫兒同居，今年7月列入慈濟「弱勢
學生家庭暑期營養紓困計畫」關懷對象，8月志工家訪後，開案
列為居家關懷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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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01 嘉義大林慈濟住宿長照機構，結合醫療資源提供安養照顧與養護

照顧服務，首度參與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評鑑，獲優等肯定。

 ◆ 2021.01.04 雲林斗六慈濟醫院升格二周年，本日舉辦院慶及造血幹細胞捐贈
驗血活動，邀約民眾響應。5至13日陸續於古坑、斗南、北港、
莿桐、崙背等地，共舉辦七場衛教講座，傳遞健康資訊。

 ◆ 2021.01.08 臺中慈濟護理之家舉辦啟用七周年慶祝活動，由護理之家職工陪
同住民代表，前往社區探訪長照個案長者，並送上住民手作蘿蔔
糕與補湯。

 ◆ 2021.01.09 臺中慈濟醫院外科部主任余政展與醫療團隊，前往南投縣水里鄉
城中村，以「醫學角度談蔬食⸺冬季保健」講題，為村民進行
衛教與健康蔬食宣導。

 ◆ 2021.01.10 慈濟基金會與中國大陸福建省廈門市中心血站合作，舉辦本年度
第一場「美麗廈門•捲袖之愛」捐血活動，共一百零九人完成捐
血善舉，慈濟志工也為他們送上營養餐補充體力。

 ◆ 2021.01.10 中區慈濟人醫會醫護人員與慈濟志工共五十七人，是日於苗栗縣
卓蘭鎮坪林里活動中心舉辦本年度首次義診活動。

 ◆ 2021.01.13 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頒發「2020年SNQ國家品質標章」，
花蓮、大林、臺北、臺中等四家慈濟醫院，以及慈濟骨髓幹細胞
中心，共有十八項服務獲得年度認證。其中，花蓮與大林慈濟醫
院亦獲頒「戰疫有功獎」。

 ◆ 2021.01.16 臺中慈濟醫院失智症中心舉辦「樂智同學會」，向病友與家屬分
享失智症照護新知，並邀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為長者
辦理指紋捺印建檔服務。

慈善年表醫療年表

花蓮慈濟醫院泌尿部、腎

臟內科、巴金森治療與研

究中心、護理部、藥學

部、影像醫學部、慈濟骨

髓幹細胞中心等七大團

隊，同時榮獲八項SNQ國

家品質標章肯定。圖片／

花蓮慈濟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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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17 北區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慈濟志工前往新北市三芝區、石門區，舉

辦義診活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取消定點義診，改為居家往診
關懷。

 ◆ 2021.01.18 新北市衛生局舉行第九屆藥事服務獎頒獎典禮，臺北慈濟醫院藥
師王平宇獲頒特殊貢獻獎，藥師吳思滿獲頒臨床服務傑出獎。

 ◆ 2021.01.18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個案管理師黃于雯，前往卓
溪鄉崙天文化健康站進行衛教宣導，除介紹失智症表徵、提供
居家長照服務資訊外，並施測失智症篩檢量表與認知功能評估
（MMSE），守護社區長者健康。

 ◆ 2021.01.19 臺北慈濟醫院因應新冠肺炎等新興傳染疾病感染控制，以及患者
的手術需求，建置具負壓前室之正壓手術室，於本日動工，3月
完工。

 ◆ 2021.01.24 中區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慈濟志工一行七十四人，前往臺中市新社
區中和國小進行每月例行義診活動，提供內科、眼科、中醫科及
藥局服務，共幫助二十六位鄉親。

 ◆ 2021.01.28 花蓮慈濟醫院與泰美緹康生醫公司簽署產學合作計畫書，共同開
發嗅鞘幹細胞治療腦中風及脊髓損傷新藥。

 ◆ 2021.01.28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舉行「第二十一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線上頒獎典禮，花蓮、大林、臺北、臺中、斗六等五家慈濟醫
院，分別於主題類、實證醫學類、擬真情境類共獲得十四個獎
項。臺中慈濟護理之家獲得系統類卓越中心組之卓越中心認證。

 ◆ 2021.01.30 慈濟泰國分會自2015年1月起，每月為難民提供一次大型義診，
由慈濟人醫會醫護、志工，以及曼飄醫院等當地NGO共同守護難
民的健康，為節省每次義診活動拆搭帳棚的時間，2017年9月在
曼谷靜思堂內增設固定診間，並於每月第一及第三個週六舉辦常
態性義診，提供牙科診療。有感於部分難民居住在偏遠區域，需

位於泰國曼谷靜思堂的

佛教慈濟義診中心正式

啟用，舉辦首場義診活

動，為防範新冠肺炎，

病 患 在 保 持 安 全 距 離

下，依照號碼牌候診。

攝影／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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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花費許多車資才能前往接受義診治療，因此慈濟提供接駁專車
服務，從靜思堂義診場地到捷運站來回接送，方便難民抵達，並
減輕車費負擔。
2020年3月至8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暫停舉辦義診活動，為了
解決難民平時生病，需等到義診才能就醫的問題，爾後泰國分
會成立專案小組，2020年11月向衛生部遞件申請成立慈濟義診中
心。囿於疫情因素，衛生部官員無法到曼谷靜思堂進行實地勘
查，泰國分會依照衛生部建議事項並錄製影片，傳送予衛生部備
審。2020年12月29日通過審核，2021年1月12日取得「佛教慈濟
義診中心」許可證。

位於曼谷靜思堂內的義診中心，空間規劃有掛號處、體檢區、診
間與藥局，並設有心電圖、X光等檢查設備輔助醫師診斷，每週
兩日提供家醫科門診、慢性病醫療，為無證移民等弱勢族群提供
醫療服務。泰國分會於2020年12月20日舉辦最後一場大型難民義
診活動，自開辦至今累計逾八萬九千人次受益。佛教慈濟義診中
心在本年1月30日舉行啟用儀式，並舉辦首場義診，由於新冠肺
炎疫情仍未降溫，因此服務對象以患有慢性病、必須持續服藥的
難民為優先，並讓病人事先線上報名以控管病患人數，共服務
六十一人。

二月
 ◆ 2021.02.02 �東�政����上�多元照�服務中�，�����療財團�

人���理，�日由������副���彬�代�，��東�
�����、�上����堯城�������理��，提供失
��失智��照服務。

泰國慈濟志工們在義診

現場謹慎防疫，保護自

己與就診病患，並透過

翻譯志工為前來就診的

病患登記資料。攝影／

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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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2.05 花蓮慈濟醫院檢驗醫學科由於服務量成長，儀器設備與檢驗空間

亟待更新擴充，遂於2019年底展開為期八個月的空間整改，以及
引進新型檢驗儀器。首先將抽血櫃檯優化，不僅將高齡、輪椅、
嬰幼兒、急件病人分流外，也將原本六個抽血座位增加至八個，
且座位寬敞明亮，減少病人抽血的緊張感；心電圖室也從一間增
加為兩間，降低病人等候時間。

除了對外空間的整建，也更新檢體送檢流程；從病人抽血報到
開始，經由條碼掃描，就能即時將醫師開立檢驗項目上傳到
「智能報到備管機」，由機器自動準備抽血管，並貼上病人專
屬條碼，減少人工作業以縮短病人等候時間。醫檢師抽血完成
後，檢體再經過條碼掃描，就能進入自動化軌道進行分流、辨
識跟簽收，不僅縮短時間、提升效率，更能減少錯誤發生。此
外，檢驗醫學科旁的廁所連接尿液檢體運送軌道，病人採集尿
液後不必離開廁所，就可以直接將檢體透過軌道送到檢驗醫學
科，保障病患隱私。
而原有檢驗空間則升級成智能實驗室，設置「檢體傳送機器
人」，沿著軌道將檢體送至細菌組化驗，能減少人員接觸檢體與

檢 驗 醫 學 科 主 任 張 淳 淳

（ 右 二 ） 導 覽 智 能 實 驗

與自動化軌道，左起為慈

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

玉、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執

行長林俊龍、副院長吳彬

安、院長林欣榮。圖片／

花蓮慈濟醫院提供

花蓮慈濟醫院檢驗醫學科

升級檢驗儀器，並設置

「檢體運送機器人」及四

條自動化軌道，提升檢驗

效率與降低檢體交叉感染

風險。圖片／花蓮慈濟醫

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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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中檢體傾倒的機會，同時降低檢體間交叉感染的風險。實驗
室也引進新型檢驗儀器，除穩定性高、功能性提升、檢驗產值高
外，能承接更多大量檢驗與開發檢驗項目，並引進自動化智能影
像判讀系統，提升報告一致性與準確性。整體設施設備完工後，
經過六個月的試營運，於2021年2月5日舉行智能實驗室啟用儀
式，繼續提升醫療品質，守護東部民眾的健康。

 ◆ 2021.02.07 中區慈濟人醫會與慈濟志工前往苗栗縣卓蘭鎮，於坪林里活動中
心舉辦例行義診活動，提供內科、外科、牙科、中醫科及義剪、
按摩等服務，並為行動不便的長者進行往診與關懷。

 ◆ 2021.02.07 �國拉斯�加斯��人�會�圖羅大學（Touro University）�學
��工團�合作，7日首度���拉斯�加斯聯��，為���
��者�打�冠����，共三百二十三人�種。3月7日、4月
11日再度為�������打��，共�百九十三人�種。

 ◆ 2021.02.08 花蓮慈濟醫院引進自動鼻咽採檢機器人，結合臉部辨識醫療3D

定位、機器手臂等技術，自動導引深入病患鼻腔採集檢體，降低
醫護人員感染風險並提高採檢效率。

 ◆ 2021.02.09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獲政府配發新冠肺炎疫苗，9至11日於加州
阿罕布拉市（Alhambra）的慈濟醫療中心，為已登記且符合資格
民眾接種疫苗。

 ◆ 2021.02.09 臺北慈濟醫院因應新冠肺炎等新興傳染疾病感染控制，以及患者
的手術需求，建置具負壓前室之正壓手術室，於本日動工，3月
完工。

 ◆ 2021.02.21 中區慈濟人醫會成員結合彰化、苗栗慈濟志工，分別在彰化市老
人文康活動中心、苗栗縣南庄鄉，進行每月一次的義診活動，服
務街友及社區居民。

 ◆ 2021.02.25 聯華電子公司、鼎眾公司捐贈紫外線消毒機器人（Hyper Light 

Disinfection Robot）三臺予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協助提升環境清
消效益與臨床感染控制，本日由院長賴寧生致贈感謝狀予兩家
廠商。

 ◆ 2021.02.25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與關山鎮衛生所合作，2月25日至3月26日在衛
生所、德高里、月眉里、電光里等地，舉辦五場整合式篩檢活
動，為社區民眾進行成人健檢及衛生保健宣導，本日於德高社區
活動中心進行首場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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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2.26 花蓮慈濟醫院攜手元利儀器公司、雲象科技公司，共同開發雲

端數位病理系統及醫療影像人工智慧開發技術，本日簽署合作
備忘錄。

三月
 ◆ 2021.03.06 花蓮慈濟醫院於靜思精舍舉辦「一一○年醫師合心共識營」，新

進醫師及準主治醫師逾四十人，透過資深醫師分享行醫歷程，
深入了解慈濟的醫療人文。

 ◆ 2021.03.06 美國南加州新冠肺炎疫情趨緩，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於本日起
恢復校園看診服務，出動眼科大愛醫療巡迴車，在愛滿地市科
格斯韋爾小學（Cogswell Elementary School in El Monte），為該
校弱勢家庭的幼稚園和國小學童，檢查視力和配製眼鏡。

 ◆ 2021.03.09 花蓮慈濟醫院骨髓移植照護團隊，本日與印尼慈濟醫院進行每
月一次的視訊課程，分享骨髓及造血幹細胞移植相關醫療知
識。本課程於2020年9月22日展開，協助印尼慈院訓練骨髓移植
種子醫師。

 ◆ 2021.03.13 中區慈濟人醫會於創世基金會臺中分院、南投啟智教養院舉辦
的定期義診，2020年配合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暫停，分別於13、
14日重啟。

 ◆ 2021.03.14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第九十一屆國醫節慶祝
大會暨第十三屆臺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花蓮慈濟醫院副院
長何宗融推動中西醫合療及中醫急症處置，成果卓著，榮獲中
醫奉獻獎表揚。

 ◆ 2021.03.14 斗六慈濟醫院參與雲林縣衛生局一一○年度整合性社區健康篩
檢服務，3月6日至6月6日分別於古坑鄉、斗六市、大埤鄉、四湖
鄉、元長鄉等地舉辦。本日於斗六慈院進行斗六場篩檢活動。

 ◆ 2021.03.15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啟業二十二周年、臺東關山慈濟醫院啟業
二十一周年，本日分別舉辦慶祝活動，感恩醫護人員與慈濟志
工的付出。

 ◆ 2021.03.17 花蓮慈濟醫院承接花蓮縣消防局第三期高級救護技術員訓練，
共二十名消防人員參加培訓，於本日開訓。

 ◆ 2021.03.18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創新研發中心、花蓮慈濟醫院與通用幹細胞
公司，簽署神經退化治療暨幹細胞製程開發產學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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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19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應加州婦女健康組織（Every Woman 

Counts）邀請，加入乳房X光攝影檢查服務，於本日舉辦首場 

推廣與預防檢查活動，由該組織提供胸部健檢醫療車，慈濟志
工支援人力。

 ◆ 2021.03.22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主辦、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承辦的
「健康醫院2.0認證培力工作坊」，本日於嘉義大林慈濟醫院進
行，內容包含健康醫院的理念與策略、認證標準與經驗分享等。
大林慈院副院長林名男於會中分享認證實務經驗，共一百三十位
學員參與。

 ◆ 2021.03.22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攜手聖艾格尼絲醫療中心（Saint Agnes 

Medical Center），為中谷地區農工、弱勢家庭施打由政府分發的
新冠肺炎疫苗，是日起陸續於聖華金郡（San Joaquin），以及佛
瑞斯諾郡（Fresno）的伊斯頓、拉頓、德雷、河谷等地服務。其
間，為提升原住民接種意願，另結合瓦哈卡市原住民雙邊社區組
織（CBDIO），由該組織協調員向原住民宣導，並幫助不諳英
文者預約接種時間。

 ◆ 2021.03.23 臺北慈濟醫院舉辦慈濟醫療新資訊系統（HIS-5）研討會，內容
包含系統介紹、分組討論與實作等，邀請花蓮、大林、臺中慈濟
醫院的院部主管及醫療人員參與交流。

 ◆ 2021.03.24 慈濟新加坡分會與紅十字會合作，首次於慈濟人文青年中心舉辦
捐血活動，在嚴格的防疫措施下，共募得九十一袋血液。

 ◆ 2021.03.27 中國青年救國團花蓮縣團委會舉辦社會優秀青年遴選，本日舉行
表揚活動，花蓮慈濟醫院醫師葉光庭獲頒社會優秀青年獎。

 ◆ 2021.03.28 臺中慈濟醫院與臺中市中醫師公會、大臺中中醫師公會、臺灣中
醫家庭醫學會、中華民國聯合中醫醫學會合作，舉辦「中醫家庭
暨社區醫學研討會」，以「中醫居家宅醫療、社區健康愛守護」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

欣榮（右三）、通用

幹細胞執行長林智堯

（右四）共同簽署產

學合作案，攜手精進

幹細胞製程。圖片／

花蓮慈濟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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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軸，分享中醫預防醫學理念運用、中醫居家醫療的操作實務
等，約一千二百人參與。

 ◆ 2021.03.28 中區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慈濟志工前往內政部移民署南投收容所，
舉辦義診、義剪活動，提供內科、皮膚科、外科、婦產科、牙科
及中醫科診療服務。

 ◆ 2021.03.31 花蓮慈濟醫院承接臺東縣消防局高級救護技術員訓練，共三十名
消防人員參加培訓，於本日開訓。

 ◆ 2021.03.31 花蓮慈濟醫院於2009年成立乳房醫學中心，為提升醫療品質與友
善就醫環境，除更新硬體與醫療設備外，規劃一站式就診流程，
包含門診、影像檢查、切片等項目，更結合乳房外科、整形暨重
建外科、身心醫學科、中醫科、復健科及營養科等十一科，以提
供完整醫療照護，於本日揭牌啟用。

四月
 ◆ 2021.04.02 臺鐵第408車次太魯閣號列車，4月2日9時28分於花蓮縣秀林鄉清

水隧道北端出口發生意外事故，外部工程車侵入軌道，遭列車撞
擊引發車廂出軌意外，造成嚴重傷亡。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執行長
林俊龍、花蓮慈濟醫院骨科醫師，同時也是消防局救護大隊大隊
長的吳坤佶，以及護理長，且身兼花蓮縣消防局特種搜救大隊教
官的凃炳旭，從通報系統得知訊息後，備妥裝備趕赴事故現場協
助醫療搶救。花蓮慈院除派遣急救團隊與救護車趕赴現場外，院
長林欣榮旋即啟動「紅色九號」大量傷患機制，並廣播全院動員
至急診支援。
花蓮縣消防局、各地特搜警消陸續前往清水隧道救援，花蓮縣災
難醫療救護隊則整合花蓮慈院及各家醫院人力，首先於隧道北端
的出口旁安全處設置清水醫療站，為民眾檢傷與急救等處置。由
於列車是往南下行駛，位於尾部車廂的輕傷者，脫困後可自行下
車，但列車前段位在隧道裡且有不同程度的變形，使得傷者無法
順利移動，重傷者也難以轉移到車廂頂端，再由北端出口接駁。
為解決傷患搬移問題，醫護人員在距離隧道南端出口最近的崇德
車站，設立臨時救護站，並由臺鐵自強號列車接駁傷者到站檢
傷，以及後送醫院救治。
然而，崇德車站因月臺與鐵軌高低落差大，傷者搬移不易，且車
站距離最近的醫院至少要半小時以上，為能更順利移動傷患與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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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急救時間，醫療團隊轉往更南端的新城車站設立救護站。由自
強號列車直接將傷患運送至新城車站，既能避開壅塞的山路，該
站腹地寬敞且鐵軌邊臨道路，救護車可以直接接駁，距離各家醫
院也更近，提升急救處置效率。

本次列車事故發生於隧道內，空間狹窄造成救災難度高，第一時
間所救出的大多是輕度或中度傷患，花蓮慈院啟動大量傷患機
制後，於11時30分左右接收第一批傷者。直至13時57分起，在短
短十二分鐘內，連續六輛救護車抵達花蓮慈院，為因應大量增
加的中、重症傷患，院長林欣榮於14時13分發布第二次「紅色九
號」，再次動員醫護人員搶救生命。前後啟動兩次大量傷患機
制，共動員醫護及行政人員、志工等近千人次，收治五十八位傷
者。16時，事故現場指揮官宣布醫療團隊解編，花蓮慈院最後一
批支援醫療站的醫護人員，於21時結束任務撤離。

臺鐵408車次太魯閣號事

故發生後，慈濟醫療志業

執行長林俊龍（左白袍

者）立即趕往事故現場，

於清水醫療站為傷患檢傷

及治療。圖片／慈濟基金

會提供

花蓮慈濟醫院啟動「紅色

九號」大量傷患機制，收

治臺鐵408車次太魯閣號

事故傷患，護理師關懷傷

者情形並協助後續醫療處

置。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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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02 澳洲布里斯本慈濟志工與人醫會醫療團隊，於2至4日在昆士蘭省

塔拉鎮（Tara）舉辦義診活動，為病患治療牙齒及製作假牙。

 ◆ 2021.04.05 花蓮慈濟醫院於花蓮市立殯儀館外的慈濟基金會服務中心，成立
安心服務站，由中醫部、身心醫學科醫師聯合幫助家屬，並為參
與「0402臺鐵408車次太魯閣號事故」搜救的警消人員及各社團
機構人員，提供中醫治療與心理關懷。
安心服務站源起於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分局長郝心誠，向慈濟
提出需求，因為有多位協助相驗的警察人員，陸續出現焦慮、惡
夢連連無法入睡等情形，希望慈濟基金會可以請靜思精舍的師父
給予心靈上的協助。證嚴上人慈示除了給予宗教上的幫助，應可
請花蓮慈院協助，提供更專業的諮詢與照護。
因此，由精神醫學部主任沈裕智、心理諮詢中心主任林喬祥等醫
師，輪值進站提供專業諮詢照護，過程中若有需要進一步治療，
便安排轉至身心科門診就醫。中醫部團隊駐點提供淨斯本草飲、
痠痛貼布及相關外用藥品，並給予針灸、推拿、貼耳豆等，舒緩
緊張情緒與身體不適。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師蘇三

華（白袍者）在安心服務

站，為身體不適的員警進

行診療；該空間也設置屏

風，保護前來心理諮詢或

中醫診療的民眾隱私。攝

影／鄭啟聰

花蓮慈濟醫院醫護團隊關

心「76行者遺體美容修復

團隊」身體健康，為受傷

團員消毒清潔傷口並注射

破傷風疫苗，再為他們抽

血建立檔案追蹤半年。攝

影／鄭啟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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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花蓮慈院醫療團隊關懷修復罹難者遺體的「76行者遺體美
容修復團隊」，部分團員於修復大體過程中，被大針扎傷，或玻
璃、骨頭等物體劃傷，醫療人員除了為受傷者包紮、施打破傷風
疫苗外，並抽血檢驗建立健康檔案，將結合各地慈濟醫院協助追
蹤半年，確認有無感染的問題；此外，花蓮慈院精神醫學科病房
護理長江國誠，至花蓮縣消防局為三十名消防特搜隊員，進行安
心減壓及創傷量表檢測講座，關懷他們的身心健康。

 ◆ 2021.04.08 花蓮慈濟醫院承辦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東區勞工健康服務中
心」，結合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護理師及職業衛生等專業人員，
提供職場健康管理、配工與復工評估、肌肉骨骼疾病預防及心理
諮商與輔導等服務，是日掛牌成立。

 ◆ 2021.04.09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於池上鄉多元照顧服務中心，舉辦「為你種下
一棵希望」活動，長照室職工與志工陪伴社區長者，種植由林務
局臺東林區管理處關山工作站贈送的山櫻花樹苗。

 ◆ 2021.04.10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舉辦「清心俱樂部」病友會，透過戒菸、「得
舒飲食」宣導，以及介紹心臟內科與中正大學心理系合作研發的
「從心出發」手機應用軟體，讓心臟病病友在家中就能自我學習
身心健康照護。

 ◆ 2021.04.10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與慈濟馬來西亞分會透過視訊續簽合作備忘
錄，除延續2016年11月首次簽約之環境友善醫院、緊急救護、安
寧緩和、社區醫療等合作內容，本次增加長期照護、失智症健康
管理與照護、醫療志工培訓等項目。

 ◆ 2021.04.10 泰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於4月初快速攀升。慈濟泰國分會4月9日
緊急召開醫療應變會議，進行疫情評估；是日，暫停慈濟義診中
心所有服務，改為遠距視訊看診，翻譯志工從旁協助，並為患有
慢性疾病的難民提供送藥服務。

 ◆ 2021.04.11 慈濟基金會與中國大陸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中心血站、寶安區西
鄉街道市政建設工程事務中心合作，於西灣紅樹林公園舉辦「慈
濟慈善•捲袖之愛」捐血活動，共一百八十人完成捐血善舉。

 ◆ 2021.04.12 花蓮慈濟醫院與花蓮縣消防局合作，12至16日為參與「0402臺鐵
408車次太魯閣號事故」的警消、搜救人員與志工，舉辦十五場
創傷壓力檢測講座，本日進行首場講座，由花蓮慈院心理治療及
諮商中心主任林喬祥，講解心理創傷類型與紓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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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15 印尼慈濟人醫會與慈濟志工，14、15日分別前往東努沙登

加拉省（Nusa Tenggara Timur）古邦市（Kupang）達卡里村
（Takari）、貝納村（Bena）舉辦義診，為受熱帶氣旋塞洛亞
（Seroja）影響的災民提供醫療服務，共幫助一百五十六人。

 ◆ 2021.04.16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創新研發中心與拜寧騰能生物科技公司產學合
作，共同開發「次世代益生菌艾克曼嗜黏蛋白菌（AKK菌）」的
應用與相關技術。

 ◆ 2021.04.20 花蓮慈濟醫院泌尿部排尿障礙治療暨研究中心，繼2018年獲慈濟
醫療財團法人甄選為「特色醫療」團隊後，再次榮獲「卓越醫
療」肯定，本日舉行掛牌儀式。

 ◆ 2021.04.21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參與「全民健康保險糖尿病醫療給付改善方
案」，新陳代謝科醫師陳品汎、連偉成，於病人完整追蹤率、醣
化血色素（HbAlC）控制率等指標表現優異，獲頒「一○九年度
品質卓越獎」，本日於嘉義縣衛生局受獎。

 ◆ 2021.04.21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關懷「0402臺鐵408車次太魯閣號事故」傷
者、家屬及相關工作人員，於4月21日至6月底，每週三開設中醫
特別門診。

 ◆ 2021.04.22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響應「世界地球日」，於4月22日至5月31

日，舉辦「綠色生活21天」活動，邀請院內職工加入「2021大
林慈濟綠成林」社群平臺（LINE）帳號，連續二十一天登錄每
日節水、省電、使用環保餐具等綠色行動，於8月31日發表節能
成果。

 ◆ 2021.04.23 花蓮慈濟醫院與路迦生醫公司，獲衛生福利部核准自體免疫細胞
治療（CIK）「實體癌第四期」之細胞治療技術施行計畫。計畫
核定效期至2024年4月22日。

 ◆ 2021.04.23 菲律賓慈濟人醫會參與計順市政府（Quezon City）新冠肺炎疫苗
接種計畫，本日由十三位醫護人員，於北大街SM Sky Dome，為
六百五十人施打疫苗。

 ◆ 2021.04.24 印尼慈濟醫院舉辦職工線上培訓課程，邀請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
林俊龍，連線分享環境保護及素食對健康的益處，共二百三十九
人參與。

 ◆ 2021.04.27 斯里蘭卡慈濟志工與國家輸血服務局合作，於可倫坡舉辦捐血活
動，邀請民眾挽袖捐血，紓緩血庫血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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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28 高屏區慈濟人醫會與高雄市上明眼科診所合作，於左營區屏山國
小，舉辦「低收入戶就學學生視力篩檢及免費驗光配鏡⸺屏山
亮眼•安心學習」活動，共幫助十八位弱勢家庭學童。

 ◆ 2021.04.29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長劉玉玲，獲選「一一○年全國模範勞工選
拔」之企（產）業勞工組模範勞工，是日接受表揚。

 ◆ 2021.04.29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與社團法人臺灣醫務管理學會合作，舉辦「精
實醫療管理工作坊⸺現場走動（Gemba Walk）」活動，由大
林慈院精實醫療團隊，分享以「現場走動」方式辨識潛在問題及
浪費，並運用精實管理方法有效改善，提升醫療品質與病人安
全，計有來自成大、郭綜合醫院等多家醫療院所近四十人參加。

 ◆ 2021.04.29 雲林斗六慈濟醫院與斗六市公所合作，舉辦「慈濟55．有你有
我顧健康」講座，向民眾傳遞骨質疏鬆症及B、C型肝炎衛教知
識，並提供肝炎抽血檢查、骨質密度檢查、大腸癌篩檢服務。

 ◆ 2021.04.30 印尼慈濟醫院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將啟用院內防疫中心協助
治療患者，紓緩印尼醫療量能緊繃情形。本日在九樓隔離病房區
舉行《藥師經》共修，祈禱疫情早日平息，以及病房運作順利，
共六十位慈濟志工參與。

五月
 ◆ 2021.05.01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繼於玉里慈濟環保站、富里鄉公埔文化館，設

立失智社區服務據點之後，本年度再擴大服務範圍，於玉里鎮觀
音里高寮社區成立第三個據點，是日舉行啟用儀式。

 ◆ 2021.05.02 慈濟馬來西亞亞庇聯絡處與亞庇伊莉莎白女皇醫院二院（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Ⅱ）合作，陸續於2月7日、3月14日在會所舉辦
捐血活動，是日舉辦第三次捐血活動，共募集一百零三袋血液，
舒緩血庫血荒。

 ◆ 2021.05.05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響應「世界手部衛生日」，本日由護理師林宛
萱，於中城國小附設幼兒園的三個班級，宣導正確洗手方式與重
要性。

 ◆ 2021.05.05 花蓮慈濟醫院配合衛生福利部新南向政策，推動一國一中心的任
務，2018年以菲律賓為主要合作國家，發展醫療產業合作計畫。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兩地的醫師無法進行實地交流，花蓮
慈院國際醫學中心規劃每週兩天，連續二十八週的精實課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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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分別邀請骨髓移植及中醫部團隊，透過雲端視訊，與菲律賓
醫師分享造血幹細胞移植、中醫藥暨針灸臨床經驗；印尼與越南
兩國醫生也同步參與課程。
本日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的首堂課程，由花蓮慈院國際醫學中
心主任李啟誠、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主任楊國梁，介紹骨髓幹
細胞中心資料庫建立、檢測及分析等。在東南亞國家中，菲律
賓的骨髓移植與幹細胞移植人數還正待拓展；人口高達兩億的
印尼，尚未有骨髓移植相關技術，病患只能到鄰近國家治療；
越南則是有醫院正在籌備骨髓移植病房。因此國際醫學中心希
望透過雲端視訊，與三個國家的醫師交流，分享花蓮慈院建置
骨髓資料庫、骨髓幹細胞移植治療等相關經驗，首日連線課程
近二百位醫師參與。
中醫藥暨針灸臨床經驗課程於6日展開，由副院長何宗融、中醫
內科主任林經偉、中醫師吳立工分享花蓮慈院中西醫合療及中醫
部組織架構。課程除了介紹中醫基礎觀念、四診、針灸及推拿手
法外，亦規劃內科、婦科、兒科、傷科、腫瘤科等中醫治療方
式，希望讓菲律賓、印尼、越南的中、西醫師了解，中醫不僅用
在於養生保健或慢性病調理，還能應用在許多病症，提供病人適
切的治療。

 ◆ 2021.05.07 菲律賓慈濟人醫會參與政府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畫，7日於馬尼
拉亞典耀大學（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15至21日在阿拉
內塔體育館（Smart Araneta Coliseum），21日則二度前往北大
街SM Sky Dome，為民眾施打疫苗，服務逾二千一百人次。

 ◆ 2021.05.10 臺東縣政府建置池上鄉多元照顧服務中心，整合日間照顧、居家

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

何宗融（右一）、國

際醫學中心主任李啟

誠（中），透過雲端

視訊向菲律賓、印尼

與越南的醫師，分享

中醫藥暨針灸臨床經

驗 、 骨 髓 幹 細 胞 移

植。攝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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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臨時住宿及醫事服務等功能，委託關山慈濟醫院進駐提供
服務，本日舉行啟用儀式。

 ◆ 2021.05.11 印尼慈濟醫院啟業在即，是日衛生部部長古納迪（Budi Gunadi 

Sadikin）率領部內人員，參訪醫院硬體及醫療設備。

 ◆ 2021.05.12 全臺各地慈濟醫院及所屬長照機構，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升溫，配
合政府防疫措施，即日起加強進出人員管制，限制陪病者人數及
停止開放探病、探視，醫院志工暫停到院服務。

 ◆ 2021.05.12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藥學部引進管制藥品智慧藥櫃，藉由給藥流
程及人員自動化紀錄等方式，提升管制藥品儲放安全及藥事管
理效率。

 ◆ 2021.05.14 花蓮慈濟醫院與國璽幹細胞應用技術公司，獲衛生福利部核准，
進行自體脂肪幹細胞治療皮下及軟組織缺損之細胞治療技術施行
計畫，計畫核定效期至2024年5月13日。

 ◆ 2021.05.16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自5月中旬升溫，進入社區感染階段，臺北慈
濟醫院配合政府防疫措施，除原有收治確診患者的專責病房、加
護病房各一區外，16日加開四區專責病房，增加可收治床數。因
應大幅提升的採檢需求，臺北慈院於大門外另增設戶外快篩站，
與原有的急診戶外檢疫站共同運作，減少篩檢需求者交互感染風
險，由急診部、護理部、檢驗科合辦採檢教育訓練，近五十位醫
師學習並加入輪值採檢，增加篩檢量能。此外，行政團隊齊心協
力製作二千個防疫面罩，提供前線醫護強而有力的支持。

臺北慈院院長趙有誠（中）率領院部主管，關心院內新

冠肺炎專責、加護病房擴建進度，並感恩慈濟志工林青

華（右一）帶領的施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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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慈濟醫院自20日起，進行常規營運降載，暫停非緊急醫療服
務以保存醫療量能，並啟動通訊診療以降低民眾院內感染風險。
隨疫情趨於嚴峻，確診人數攀升，原有的專責加護病房已不敷使
用，囿於物資短缺等因素，遲遲無法順利增設病房，從事鋁窗業
的慈濟志工林青華聞訊後，即協助醫院工務團隊進行改建工程，
並調度材料與施作人力，28日完成十二床設置，合計共二區專責
加護病房投入照護重症病患。
醫療量能日漸緊繃的大臺北地區，衛生局與各醫療院所的通訊群
組不斷出現為病人求救的訊息，臺北慈院院長趙有誠盤點院內設
備與評估照護量能後，24日收治一名新冠肺炎確診孕婦。醫療團
隊考量患者病情轉危，需進行插管與投入藥物治療，經婦產部、
兒科部、麻醉部會診及規劃醫療計畫後，再與家屬、病人進行
三方視訊會議，27日在具有負壓前室的正壓手術室進行剖腹產手
術，順利產下一名女嬰。此手術室為今年2月，臺北慈院因應新
冠肺炎等新興傳染疾病感染控制，以及患者的手術需求所建置，
本次發揮搶救生命的良能。

為提升防疫量能及減緩醫療院所壓力，新北市衛生局設置多處
集中檢疫所，用以安置新冠肺炎快篩陽性、確診輕症或無症狀
患者。臺北慈院於26日獲衛生局訊息，承接新店區集中檢疫所
運作任務，由副院長徐榮源擔任總指揮官、護理部主任吳秋鳳
擔任衛生組作業統籌，比照醫院規格進行動線規畫、資訊設
備安裝、工作人員教育訓練、素食餐點設計等前置作業。29、
30日醫院職工、慈濟志工協力張貼標示海報、動線指標與靜思
語，軍警人員則協助病床包膜、設備消毒以及整體環境清消
工作，眾人合心協力完成運作前的準備作業。31日醫護人員進

臺北慈院承接新店區

集 中 檢 疫 所 運 作 任

務，醫護人員每日透

過視訊和電話，固定

向住民問診，關懷身

心狀況。圖片／臺北

慈濟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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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啟用首日即收治一百二十一人。

 ◆ 2021.05.17 花蓮慈濟醫院17日起，每日午餐提供淨斯本草飲予醫護、職工飲
用，並贈送一百人份予花蓮縣衛生局，關懷防疫人員健康。另獲
靜思精舍贈淨斯本草飲濃縮液，除分送院內各單位外，致送花蓮
縣衛生局、花蓮縣醫師公會、花蓮縣中醫師公會，為防疫人員加
油打氣。

 ◆ 2021.05.18 花蓮慈濟醫院、臺北慈濟醫院、臺中慈濟醫院、大林慈濟醫院，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升溫，陸續啟動「藥來速」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網路預約領藥窗口服務，減少民眾進出醫院的感染風險。

 ◆ 2021.05.18 印尼慈濟醫院配合政府新冠肺炎疫苗大規模施打計畫，自5月18

日起，出動醫護人員支援百貨公司（PIK Avenue）接種站，為雅
加達民眾施打疫苗。6月25至30日同時於印尼靜思堂進行疫苗接
種作業。

 ◆ 2021.05.19 花蓮慈濟醫院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政策，即日起提供通訊診療
服務，民眾透過轉診中心預約掛號，由專科醫師進行視訊看診、
開立處方，於花蓮慈院「藥來速」領藥窗口或超商批價。各地慈
濟醫院及嘉義慈濟診所亦陸續啟動通訊診療服務。

 ◆ 2021.05.20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進入社區感染階段，臺中慈濟醫院配合市政府
防疫措施，於兩院區間的高架道路下設置新冠肺炎快速篩檢站，
24日在泰安國小開設臨時篩檢站，為高風險族群進行採檢服務；
花蓮慈濟醫院除原有發燒篩檢站外，另開設新興傳染病篩檢站，
進行受檢者分流採檢。

 ◆ 2021.05.20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出動眼科大愛醫療巡迴車，前往加州中部的
馬德拉鎮（Madera），為當地孩童進行眼科義診，共服務二十五
人。加州慈濟人醫會團隊自2001年投入中央谷地地區農工等弱勢
的醫療關懷，迄今屆滿二十年，舉辦上千次義診活動。

 ◆ 2021.05.29 臺中慈濟醫院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措施，27日進行專責病房改
裝工程、安排感染管制動線，28日接受臺中市衛生局實地審查。
本日啟用，由院長簡守信率領醫護團隊，輪值第一班照護病人。

 ◆ 2021.05.31 臺中慈濟醫院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變化，為即時布達重要訊息，以
及避免群聚集會，首度以視訊方式召開全院主治醫師會議，包含
護理、醫事、行政等各單位主管亦同步上線參與，接收防疫措施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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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 2021.06.01 新北市新冠肺炎社區感染個案持續增加，臺北慈濟醫院受新北市
政府委託，於院外設置社區篩檢站，提供新冠肺炎抗原快篩與
核酸檢測（PCR），首日啟用共服務一百七十八人。截至12月31

日，共採檢逾二萬六千人次。

 ◆ 2021.06.03 臺中慈濟醫院獲吉輔企業有限公司捐贈智能機器人，本日舉行捐
贈儀式，由院長簡守信致贈感謝狀。智能機器人於4日投入防疫
專責病房服務，協助病人測量血壓等生理數據，護理師亦可透過
視訊傳達關懷，以減少進出病房次數，改善照護流程及降低感染
風險。

 ◆ 2021.06.06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苗栗傳出移工群聚感染，臺中慈濟
醫院聯繫苗栗縣衛生局，洽談支援防疫工作事宜，於6至11日出
動醫護與行政人員，前往竹南鎮竹南科學園區社區公園快篩站，
協助篩檢工作。

 ◆ 2021.06.08 花蓮慈濟醫院接獲臺東縣衛生局需求，本日致贈淨斯本草飲濃縮
液予臺東縣政府，分享新冠肺炎中西醫合療經驗。此外，花蓮慈
院亦展開機構關懷，陸續致贈素粽予花蓮縣榮民之家、禪光育幼
院、聲遠之家等機構，傳遞端午祝福。

 ◆ 2021.06.11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參與衛生部全國新冠肺炎免疫計畫，提供
吉隆坡靜思堂作為新冠肺炎疫苗接種中心，本日試運行，由合作
單位BookDoc與慈濟人醫會醫護團隊，為擔任工作人員的志工、
職工及部分民眾共七百人接種疫苗。

 ◆ 2021.06.11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影像醫學科，研發「應用虛擬實境模擬X光攝
影室系統」，是日取得發明專利。

 ◆ 2021.06.14 印尼慈濟醫院於2015年5月動土興建，歷經六年建設，即將投入
醫療服務，6月2日起，為民眾提供「得來速」新冠肺炎核酸檢測

印尼慈濟醫院防疫中心啟

用前一日，慈濟志工與醫

院職工於醫院大廳舉行藥

師法會，印尼各地志工則

透過視訊連線參與，虔誠

為醫院與疫情祈福。攝影

／陳麗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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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PCR），及抗原、抗體檢測的服務。14日展開試營運，首
先啟用醫院後方停車場九樓的新冠肺炎防疫中心協助治療患者，
紓緩印尼醫療量能緊繃情形。防疫中心配有隔離區、專用手術室
及醫學檢查設備等，並設有五十六張病床。
試營運首日下午即迎來第一位患者，是由慈濟大愛醫院轉介而來
的確診產婦，因患有妊娠毒血症，需要緊急剖腹生產，但是慈
濟大愛醫院周圍能承接確診者手術的醫院，已經沒有空床位能收
治。而印尼慈濟醫院啟用防疫中心，具有為確診患者手術的條
件，於是轉至印尼慈院治療，由醫療團隊評估後，15日晚間進行
剖腹手術，順利產下一對雙胞胎，經醫護人員悉心照護，18日出
院並由慈濟志工進行後續關懷。

隨著印尼疫情日趨嚴峻，前往印尼慈院進行檢測的民眾暴增至每
日逾一百五十人次，防疫中心自啟用後就處於滿床的狀態，但
急診室仍然不斷湧入大量病患。因此，醫師替病患檢查後，為輕
症患者開立處方藥物，並建議自行隔離，對於中度、重度症狀患
者，則給予治療或建議轉至其他醫院。
此外，政府為控制疫情，實施新冠肺炎疫苗大規模施打計畫，印
尼慈院醫護人員與慈濟志工加入響應，自5月18日起，於慈濟印

印尼慈濟醫院啟用首

日即收治一名確診孕

婦，醫護團隊經評估

後，翌日為其進行剖

腹產手術，順利誕生

一對雙胞胎。圖片／

印尼慈濟醫院提供

印尼慈濟醫院醫護人員與

志工響應政府疫苗施打計

畫，在慈濟印尼分會靜思

堂，為民眾接種新冠肺

炎疫苗。攝影／Arimami 

Suryo Asm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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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分會對面的百貨公司（PIK Avenue）投入施打疫苗活動，平均
每日為逾九百位民眾服務。6月25至30日也在印尼分會靜思堂為
民眾接種疫苗，連續六天的活動中，每天平均出動二十三位醫護
人員、十五位慈濟志工投入接種服務，協助對抗疫情。

 ◆ 2021.06.15 全臺七家慈濟醫院及嘉義慈濟診所，配合政府新冠肺炎疫苗大規
模接種作業，承接社區接種站，本日起為民眾施打疫苗與衛教諮
詢。其中，臺北慈濟醫院承接新店、雙和、三重、板橋、蘆洲等
五處靜思堂疫苗接種站，截至12月31日共施打逾三十四萬人次。

 ◆ 2021.06.15 苗栗縣政府因應移工群聚感染新冠肺炎事件，15日在竹南鎮運動
公園啟用慈濟基金會捐贈的篩檢組合屋，由臺中慈濟醫院與慈佑
醫院合作，一連五天為電子廠員工、家屬，以及里民進行新冠肺
炎篩檢。

 ◆ 2021.06.17 花蓮縣秀林鄉發生新冠肺炎家庭群聚感染，花蓮慈濟醫院接獲花
蓮縣衛生局請求協助，組成快篩團隊於17、18日支援崇德、富世
村快篩站；22至25日與秀林鄉公所、亞洲水泥公司合作，進行企
業篩檢計畫，於富世村為企業員工與村民篩檢及衛教宣導。

 ◆ 2021.06.18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長照室職工於18、22日，前往關山、池上、海
端、鹿野、延平鄉等地，關懷獨居長者及兩老相依等長照服務
個案，分送由慈濟基金會提供的一百三十一箱「安心生活箱」、
二百六十二包白米。

 ◆ 2021.06.20 慈濟印尼巨港聯絡點與印尼紅十字會合作舉辦捐血活動，共募集
三十五袋血液，紓緩血庫血荒。

 ◆ 2021.06.22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心血管暨粒腺體相關疾病研究中心，受
靜思人文委託研發而成的「淨斯本草飲」，由協力志業股份有
限公司以「淨斯本草方」為品名，獲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
准中藥外銷專用許可證，並委託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製造
濃縮散劑。

 ◆ 2021.06.22 臺中慈濟醫院獲臺中榮董團隊、鼎眾公司捐贈六臺超紫光滅菌機
器人（Hyper Light Disinfection Robot）；展群精品門窗有限公司捐
贈「氣密級移動式採檢屏風」，本日由院長簡守信致贈感謝狀。

 ◆ 2021.06.23 臺中慈濟醫院配合臺中市衛生局新冠肺炎防疫措施，醫護團隊一
行十三人，於東勢區農會果菜市場設立快篩站，分二條動線共篩
檢一百七十九人。

 ◆ 2021.06.24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配合新冠肺炎防疫政策，自5月20日起提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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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診療服務，本日首次與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合作，採遠距
醫療看診模式，以減輕所方戒護人力負擔，及受收容人戒護外醫
染疫風險。

 ◆ 2021.06.26 臺北慈濟醫院舉辦新冠病毒感染醫療照護學術研討會，透過網路
平臺（YouTube）分享感染管制、確診產婦與新生兒照護、重症
個案治療，以及集中檢疫所的照護經驗與建議等，逾二千人連線
參與。

 ◆ 2021.06.27 印尼慈濟大愛醫院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日趨嚴峻，提供尚未使用
的獨棟護理宿舍，開放三層樓作為輕症防疫隔離病房，可收治
六十三人。此外，分別在醫院宿舍樓及急診室，開設二十三床重
症病床。6月27至30日配合衛生部政策，醫護人員於慈濟大愛學
校設站，為雅加達西區民眾施打疫苗，共接種二千二百二十人。

 ◆ 2021.06.28 馬來西亞檳城州北賴才能園市場爆發新冠肺炎群聚感染，慈濟馬
來西亞分會結合人醫會團隊，與檳州政府合作，28、29日為當地
居民進行快篩，共服務三百四十五人。

七月
 ◆ 2021.07.01 花蓮慈濟醫院配合政府新冠肺炎疫苗大規模接種作業，承接社區

接種站，3日於中華國小，8日在花蓮高工為長者施打疫苗，服務
逾二千人次。

 ◆ 2021.07.03 花蓮慈濟醫院舉辦「花蓮COVID-19新冠病毒新知網路研討
會」，邀請花蓮縣衛生局、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共同呈現各
團隊合作抗疫的經驗與成果。花蓮慈院分享重症患者治療、中
西醫藥物研發與合療、防疫創新服務等經驗，逾一萬八千人上
線參與。

印尼慈濟大愛醫院配合衛

生部，於6月27日至30日

在慈濟大愛學校，為雅加

達西區民眾施打疫苗。攝

影／Anand Yah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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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03 慈濟基金會與中國大陸上海滬東醫院合作，3、4日於江蘇省鹽城

市阜寧縣板湖鎮孔蕩村舉辦義診服務活動，提供內外科、骨科、
中醫科等專科診療，以及衛生教育宣導，共服務七百零八人次。
此外，3日舉辦「大愛阜寧手牽手」項目助學金發放，並為學童
進行衛教課程。

 ◆ 2021.07.08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6月10日於關山鎮衛生所旁，設置新冠肺炎社
區篩檢站，每週開放四天為民眾採檢。7月4日獲國際扶輪社捐贈
正壓篩檢站，更換原有的篩檢組合屋後，8日正式啟用。

 ◆ 2021.07.09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承接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新冠肺炎疫苗
施打業務，本日於院內為一百位工作人員接種疫苗。關山慈院於
2013年起，承接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矯正機關醫療服務計畫，
在臺東戒治所開設門診，提供受收容人醫療服務。

 ◆ 2021.07.12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管理部主任吳國鳴一行十五人，前往板橋靜思
堂觀摩新冠肺炎疫苗接種流程，由臺北慈濟醫院副院長徐榮源分
享，醫院承接大型接種站的管理、運作經驗。

 ◆ 2021.07.12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於慈濟苗必達
服務中心（Milpitas）重啟義診服務，第一階段開放對象以慈濟
志工為主，12、17日分別舉辦中醫科、脊椎神經科診療。

 ◆ 2021.07.13 臺北慈濟醫院於5月中旬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攀升，專責病房由兩
區加開至五區，隨疫情日漸趨緩，本日縮減為兩區，原本收治確
診者的病房經清潔消毒後，恢復收治一般患者。截至12月31日，
醫院與新店集中檢疫所，共收治九百一十一位確診患者。

 ◆ 2021.07.14 菲律賓慈濟眼科中心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措施，自2020年3月
11日起暫停看診，本日重啟醫療服務。

 ◆ 2021.07.16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承接衛生福利部之矯正機關C型肝炎照護計
畫，於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舉辦衛教課程，向受收容人說

慈濟基金會於中國大陸江

蘇省阜寧縣孔蕩村舉辦大

型義診活動，為鄉親提供

多項專科診療與健康檢

查，醫師也為孩童進行口

腔檢查，以及衛教宣導。

攝影／劉佳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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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C型肝炎篩檢、治療與追蹤方式。是日由醫療團隊進行抽血檢
驗，計一百零九人參與篩檢。

 ◆ 2021.07.20 臺北慈濟醫院透過視訊會議，與即將營運的蒙古第四醫院，合辦
新冠肺炎防疫經驗交流研討會，由臺北慈院醫護團隊分享確診產
婦與嬰幼兒照護、院內感染管制等臨床經驗。

 ◆ 2021.07.24 泰國新冠肺炎疫情日趨嚴峻，醫療量能緊繃，泰國衛生部調整新
冠肺炎治療方針，將確診病患區分為輕、中、重三類，其中無症
狀及輕症患者，僅能以居家隔離治療、等待醫院病床。為幫助減
緩無症狀及輕症患者的病症，慈濟泰國分會與慈濟義診中心啟動
慈濟愛心藥包服務，對象包含泰國民眾、移工、難民，以及本
地、臺商公司員工等，確診者或公司行號可透過慈濟泰國分會的
社群平臺、通訊軟體及電話等方式聯絡，向慈濟申請愛心藥包。

慈濟義診中心醫護人員依照衛生部及醫院提供的建議，慈濟愛心
藥包內容物包含止痛退燒、咳嗽化痰、穿心蓮膠囊等舒緩症狀的
藥物，及潤喉糖、口服補液鹽及維他命C等營養品，讓患者在家
等待病床的期間服用，以減緩身體不適及降低症狀惡化的可能。
雖然藥包有固定的藥物品項，義診中心醫療人員仍會透過患者於
線上填寫的問卷，仔細評估其是否有慢性病或藥物過敏的病史，
再由醫生開出處方箋，交給藥劑師調配藥物，讓病人可以得到適
切的幫助。
泰國疫情緊急狀態及宵禁的期間，泰國分會於人力有限的情況
下，以郵局掛號或快遞寄送、計程摩托車快遞，以及申請單位派
代表前來領取等方式，將藥包及時送到患者手中。慈濟志工亦於
每週六義診中心門診服務時，請醫師透過視訊追蹤患者病況。
慈濟愛心藥包服務截至8月9日，包含個人及三十七家公司行號申
請，共幫助二千五百八十五人。

慈濟志工於義診中心協助

包裝慈濟愛心藥包，讓愛

心與祝福能送達確診病患

手中。攝影／蘇品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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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24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與海港社區福利基金會（Harbor Community 

Benefit Foundation）合作，致送一百五十臺空氣清淨機，給當地
有呼吸系統疾病患者的低收入家庭，本日於慈濟威明頓社區門診
中心舉行捐贈儀式。

 ◆ 2021.07.25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舉辦新冠病毒實務網路研討會，透過網路平臺
直播，以及世新、國聲有線電視臺頻道轉播，分享抗原快篩運
用、高齡全人照護等主題，逾三萬人報名參與。

 ◆ 2021.07.27 印尼慈濟人醫會成員啟動法親關懷行動，提供確診新冠肺炎無症
狀或輕症的慈濟志工及家屬，線上一對一諮詢服務，以及供應住
在雅加達周圍城市患者所需的營養品與藥物。

 ◆ 2021.07.29 臺北慈濟醫院定期關懷文山區忠義育幼院，提供醫療照護及衛
教保健等協助，5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暫停相關活動，隨臺灣
疫情趨緩，是日致送口罩、防疫物資及食品予育幼院，關懷院
童健康。

 ◆ 2021.07.30 臺北慈濟醫院配合新北市衛生局新冠肺炎防疫政策，承接新店集
中檢疫所，5月31日起收治確診患者。隨臺灣疫情趨緩，7月16日
暫停收治新案，22日完成清零任務並進行清消作業，30日解除徵
用。運作期間計收治五百九十四人，其中一百四十四人考量病情
後送回院治療。

 ◆ 2021.07.30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及慈濟志工，於7月30、31日及8月3、5日，
參與加州阿罕布拉市、南愛滿地市所舉辦的社區活動，設置攤位
發送口罩與洗手液，宣導防疫衛教知識，並介紹慈濟在當地提供
的醫療服務。

八月
 ◆ 2021.08.03 印尼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棉蘭市Putri Hijau醫院醫護人員合作，3至

5日於詹德拉•古瑪拉學校（Sekolah Chandra Kumala）新冠肺炎
疫苗接種站，為近五千位民眾施打疫苗。該接種站係由慈濟印尼
棉蘭支會與武吉巴里杉（Bukit Barisan）軍區司令部合作設置。

 ◆ 2021.08.05 臺北慈濟醫院與華碩電腦公司合作，研發行動巡房系統，本日舉
辦上線發表會，該系統以平板電腦為操作介面，整合病歷資料
庫、各科室檢驗數據、醫療影像等資訊，讓醫護團隊能即時掌握
住院患者病況，提升醫療效率及照護品質。

 ◆ 2021.08.06 臺北慈濟醫院配合政府新冠肺炎疫苗大規模接種作業，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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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承接新北市五處社區疫苗接種站，其中慈濟蘆洲靜思堂疫苗接
種站，於本日完成階段性任務，計動員臺北慈院醫護、醫事、行
政人員、慈濟人醫會、慈濟志工、政府單位等五千七百五十三人
次，共接種一萬八千七百一十位民眾。

 ◆ 2021.08.07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成立二十五周年，本日與花蓮縣政府衛生
局合作，舉辦「高齡與疫情下的緩和安寧療護」國際網路研討
會，邀請臺灣、澳洲、新加坡等地學術及醫療單位與會，透過線
上直播分享安寧緩和照護經驗及成果，近一萬五千人報名參加。

 ◆ 2021.08.08 慈濟美國長島支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於2020年3月起暫停舉
辦義診服務，是日於會所重啟，提供眼科、內科、牙科及中醫科
診療，並結合蔬果發放，守護弱勢家庭。

 ◆ 2021.08.09 臺灣鼎眾公司透過在印尼的蘇吉佳醫療器材公司（PT. Surgika 

Alkes indo），捐贈一臺超紫光滅菌機器人（Hyper L igh t 

Disinfection Robot）予印尼慈濟醫院，協助院內防疫工作，是日
舉行線上捐贈儀式。

 ◆ 2021.08.11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啟業二十一周年，舉行線上院慶感恩會，院長
賴寧生透過視訊會議與院內各科室連線，感恩同仁於新冠肺炎疫
情期間堅守崗位、守護生命，並致贈紀念徽章予資深職工。

 ◆ 2021.08.11 嘉義慈濟診所與嘉義市政府衛生局營養師侯信吉合作，於8月30

日至9月19日，展開「21天健康飲食挑戰」活動，是日舉辦參與
者說明會，由醫療團隊解說活動進行方式，以及健康檢查時程。

 ◆ 2021.08.12 花蓮慈濟醫院3月22日承接花蓮縣新冠肺炎疫苗接種院所，於協
力樓一樓大廳設置專責門診，提供接種服務。為優化作業流程及
無障礙空間，花蓮慈院與慈濟基金會合作，將門診注射地點移至
花蓮靜思堂，本日啟用，為近三百人接種疫苗。

 ◆ 2021.08.14 花蓮慈濟醫院啟業三十五周年，舉辦線上院慶大會，回顧建院與

臺北慈濟醫院副院長張恒

嘉（左）於蘆洲靜思堂疫

苗接種站，評估民眾是否

適合施打疫苗。醫師在胸

前貼上大頭照與姓名，讓

民眾能安心接受問診。攝

影／張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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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歷程，並由證嚴上人於靜思精舍表揚服務滿三十年的職工，
感恩他們的付出。

 ◆ 2021.08.15 中區慈濟人醫會長期於苗栗縣南庄鄉、臺中市新社區，舉辦定期
義診與往診活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暫停三個月，於15、22

日陸續重啟；雲嘉南區慈濟人醫會、大林慈濟醫院與慈濟志工，
本日於雲林縣西螺鎮，進行偏鄉往診服務。

 ◆ 2021.08.18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於18、20及21日，在雲林縣虎尾運動公園、慈
濟竹圍聯絡點，舉辦三場衛教宣導活動，傳遞正確用藥觀念。

 ◆ 2021.08.21 菲律賓新冠肺炎疫情於2020年初升溫，慈濟眼科中心配合政府新
冠肺炎防疫政策，2020年3月起暫停開放病患就診，慈濟人醫會
成員也暫停義診活動。同年6月，隨疫情緩和，慈濟眼科中心有
限度開放病況嚴重，及需要密集追蹤的病患優先治療。
隨著新冠肺炎疫苗問世並陸續在各國家地區施打，菲律賓政府為
提升疫苗覆蓋率，啟動疫苗接種計畫。慈濟人醫會成員參與計
順市政府（Quezon City）的免費疫苗接種計畫，2021年4月23日
出動十三位醫護人員，在北大街SM Sky Dome進行首場活動，共
六百五十人接種疫苗。為提高群體防疫保護力、提升民眾疫苗接
種意願，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慈濟志工全力支援，陸續在阿拉內塔
體育館（Smart Araneta Coliseum）、馬尼拉亞典耀大學（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等地，協助民眾接種。

此外，慈濟志工學習使用資訊系統，讓數據庫自動產生預約接種
單的二維條碼，讓民眾使用二維條碼入場，除了簡化註冊登記程
序，志工不再需要分類和檢查名單，減少群聚感染風險，活動結
束時，即可快速匯出當日完整的與會者名單，提升作業效率。截
至12月4日共接種八萬六千八百二十四人次。

菲律賓慈濟人醫會參

與計順市政府的疫苗

接種活動，在阿拉內

塔體育館為民眾施打

新冠肺炎疫苗，以實

現群體免疫，幫助國

家恢復正常生活。圖

片／慈濟菲律賓分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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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22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於聖格雷戈里奧德喇沙學校（Colegio San 

Gregorio de la Salle），舉辦眼科義診活動，邀請醫師為弱勢家庭
學生免費檢查視力、配製眼鏡。

 ◆ 2021.08.22 中區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慈濟志工，前往內政部移民署南投收容
所，重啟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暫停的每月一次義診活動，提供內
科、外科、牙科、眼科及皮膚科診療，共幫助三十四位受收容人。

 ◆ 2021.08.26 臺中慈濟醫院邀請灃食公益飲食文化教育基金會，導入創新健康
蔬食概念，7月起與醫院營養科進行蔬食輔導交流，提升院內供
餐品質，本日舉辦成果發表會。

 ◆ 2021.08.28 斯里蘭卡慈濟志工與國家輸血服務局合作，於慈濟漢班托塔辦事
處舉辦捐血活動，邀請民眾挽袖捐血，紓緩血庫血荒。

 ◆ 2021.08.28 慈濟美國加州佛瑞斯諾聯絡處於山景城小學（Mountain View 

Elementary School），舉辦醫療服務二十周年慶祝活動，來
自南、北加州的慈濟志工，以及凱薩醫院（Kaiser Permanente 

Fresno）等社區合作夥伴逾一百四十人齊聚一堂，共同見證慈
濟志工自2001年迄今，跑遍中加州貧困農鄉，免費提供逾一千
場次義診服務的里程碑。凱撒醫院高級副總裁韋德諾吉（Wade 

Nogy）在本次活動中，捐贈了一部牙科醫療巡迴車。

加州中谷地區為美國重要的農業生產地區之一，農業是需要密集
勞動人力的產業，在此聚集的農工大多來自低收入或新移民家
庭，生活相對貧困，僅能負擔有限的醫療保險，甚至無醫療保

慈濟美國加州佛瑞斯諾聯絡處舉辦醫療服務二十周年慶祝活

動，凱撒醫院高級副總裁韋德諾吉（右二）捐贈一部牙科大

愛醫療巡迴車，由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執行長鄧博仁（左

二）、副執行長溫俊強（右一）代表接受。攝影／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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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當發生意外或是生病時，面對高額的醫療費用、語言隔閡，
以及缺乏交通工具等問題，常使農工家庭陷入貧病交迫的困境。
為關懷農工健康問題，位於洛杉磯的慈濟義診中心與天主教慈善
會合作，於1994年在南加州聖伯納汀諾縣舉辦義診活動，照顧季
節性移動的農工家庭，義診中發現多數農工為結核菌帶原者，必
須長期追蹤治療，於是隨著他們的遷徙時程，增設中加州的義診
地點。
時間推進，慈濟志業亦蓬勃發展，加州中谷區的慈濟志工人數漸
漸增加，2001年起關注佛瑞斯諾的農工健康問題，由慈濟人醫會
成員與當地醫院合作，舉辦首場義診活動，並持續與政府、社區
組織合作，為弱勢家庭提供醫療協助。由於農工家庭會隨著農作
物的耕種日曆，於不同的農場中遷移，即使經過多年的經營，義
診的站點不斷擴增，仍追不上他們搬遷的速度。為了提供更完善
的醫療服務，2008年啟用第一部大愛醫療巡迴車，可以帶著完整
的醫療配備，到達偏遠的農村地區，以機動性高的行動醫療方式
服務民眾，並陸續新增眼科、牙科等大愛醫療巡迴車，服務範圍
也沿著九十九號公路，擴展至鄰近的沙加緬度、莫德斯度、士德
頓等城市。
慈濟人醫會的佛瑞斯諾義診團隊，除了常態性的西醫諮詢、牙
科，以及周年性的義診活動之外，也開設多個專案行動，如「看
見成功」專案，即是針對學前班至小學三年級的眼科義診，服務
範圍涵蓋佛瑞斯諾多個學區，志工將眼科大愛醫療巡迴車駛入校
園，為學生檢查視力及免費配眼鏡，幫助弱勢的農工家庭學童改
善視力問題。慈濟的義診活動在社區建立了口碑，接受醫療照護
的民眾，以捐款或志工服務的方式回饋，讓善不斷循環。

 ◆ 2021.08.29 慈濟香港分會與香港紅十字會合作，本日於慈濟會所舉辦捐血活
動，共三十九人完成捐血。

九月
 ◆ 2021.09.02 臺中慈濟醫院中醫部醫師梁雅淳於慈濟心田聯絡處，啟動每週兩

天的養生健康諮詢服務，關懷慈濟志工的身體狀況，首日服務
十五位志工，提供衛教宣導及肌肉伸展等保健方式。

 ◆ 2021.09.05 花蓮慈濟醫院獲花蓮縣中醫師公會頒贈貢獻卓越獎，表揚花蓮慈
院推動中西醫合療、建置醫院與中醫診所雙向轉診平臺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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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由副院長何宗融代表受獎。

 ◆ 2021.09.07 臺北慈濟醫院急診部建置「體外心肺復甦急救室（E C P R 

ROOM）」，針對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病患，依適應症使用葉
克膜及高品質心肺復甦術，提升急救效率與醫療品質。是日舉行
啟用儀式，並進行模擬演練。

 ◆ 2021.09.08 中區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慈濟志工、臺中市街友關懷協會攜手，於
臺中市東區大智公園舉辦中秋關懷街友活動，進行衛教宣導與生
活物資發放。

 ◆ 2021.09.09 泰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居高不下，政府為顧及經濟發展，自9月1

日起放寬曼谷與周圍地區的防疫措施，以幫助受疫情影響的工商
行業。然而，面對染疫風險增加，弱勢族群與難民難以獲得政府
防疫資源。慈濟泰國分會關懷難民及弱勢族群健康，規劃為難民
提供新冠肺炎快速篩檢服務，並備妥藥物給予輕症確診者。9月
7日，泰國分會與慈濟義診中心再次召開籌備會議，討論場地動
線、防護措施及相關注意事項，確保醫護與志工的安全，規劃每
週四提供一百人次新冠肺炎快篩服務。

9日舉辦首場篩檢活動，為了避免增加群聚感染風險，以及保持
社交安全距離，工作人員提前透過網路報名，安排接受快篩服務
的難民，以分流方式，每小時讓十位預約者進入會場接受篩檢。
防疫措施包含測量體溫和噴酒精消毒，再戴上志工提供的醫療口
罩，並要求大家只能在快篩站，不能進出其他地區。經過檢查名
單、掛號之後，醫護人員以兩條動線進行快篩，每一批快篩結束
後，工作人員都會在周遭環境仔細噴灑消毒劑。
受檢者經過三十分鐘等待後，篩檢呈現陰性者，由志工送上酒
精、口罩等防護物資，並致送交通費，以降低他們在人潮擁擠的

慈濟泰國分會與慈濟

義診中心為弱勢族群

與難民，提供新冠肺

炎快篩服務，守護他

們的健康。攝影／坤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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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上，增加感染風險；經快篩確診陽性者，慈濟義診中心
另提供包含止痛退燒藥、口服補液鹽及維他命C等藥品的慈濟愛
心藥包，並解釋服用方式，以緩解輕症所帶來的不適症狀。首日
篩檢共幫助五十九人。11日由義診中心醫師透過線上看診，追蹤
病情，讓確診患者於居家隔離期間能安心療養。

 ◆ 2021.09.11 花蓮慈濟醫院承辦第十三屆泛太平洋國際幹細胞及癌症研究研討
會，11、12日邀請二十五位專家學者線上與會，議題包含癌症免
疫治療、幹細胞療法等研究成果，吸引海內外近一百五十人報名
參與。

 ◆ 2021.09.15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出動眼科大愛醫療巡迴車，於南加州聖塔菲
泉市（Santa Fe Springs）太平洋診所（Pacific Clinics），為弱勢族
群、低收入戶提供眼科醫療診治及配鏡服務。

 ◆ 2021.09.16 國際醫療衛生促進協會舉辦第六屆國際醫療典範獎，花蓮慈濟醫
院國際醫學中心，獲選團體國際醫療典範獎。

 ◆ 2021.09.17 花蓮慈濟醫院與花蓮縣吉安鄉公所合作，設立仁愛新城樂智社區
服務據點，收托失智長者，提供專業照護及多元健康促進活動，
於8月試營運，是日揭牌啟用。

 ◆ 2021.09.17 臺中慈濟醫院醫護及行政團隊，17、27日前往臺北慈濟醫院觀摩
慈濟醫療資訊系統（HIS-5）、醫院資源規劃系統（HRP），透
過分組討論、實作與測試，了解資訊系統運作模式與優點。

 ◆ 2021.09.17 臺北慈濟醫院外科團隊組成「護愛圈」，以「運用組合式照護降
低『腰椎後位固定骨融合術』手術部位感染」為題，參與財團法
人先鋒品質管制學術研究基金會，舉辦「第210屆全國品管圈大
會」，獲頒特優殊榮。

 ◆ 2021.09.19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雲嘉南區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慈濟志工，展
開偏鄉往診服務，前往六腳鄉、中埔鄉、朴子市等地，關懷鄉
親健康。

 ◆ 2021.09.20 印尼慈濟大愛醫院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與雅加達衛生局合作，
於醫院停車場設置接種站，即日起至10月底為民眾施打新冠肺
炎疫苗。

 ◆ 2021.09.23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日漸趨緩，政府為提高疫苗接種覆蓋率，降低
青少年感染風險，啟動新冠肺炎疫苗校園集中接種作業，全臺各
地慈濟醫院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承接多場次疫苗施打服務。
23日花蓮慈濟醫院、大林慈濟醫院、臺北慈濟醫院醫護人員與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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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志工，率先於花蓮四維高中、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大林校
區、新北市文山國中等校，為年滿十二歲未滿十八歲學生，接
種輝瑞新冠肺炎疫苗（BNT）；花蓮玉里慈濟醫院及臺中慈濟醫
院，也分別在29、30日啟動校園疫苗接種服務，協助玉里三民國
中、臺中弘文高中學生接種疫苗。
在校園接種作業當中，年輕學子難免會因群體效應，或是個人緊
張的因素，有較高機率發生暈針等不適的情形，醫療團隊除了
備有各式藥品、急救設備以應不時之需外，學生也在師長及慈濟
志工陪伴下，讓緊張與不安的情緒得以舒緩，讓接種過程更加順
利，並在接種後觀察十五至三十分鐘，確認身體無異樣再返回休
息，與此同時，也伺機向學生傳遞新冠肺炎衛教知識，做好個人
防疫措施，以降低校園傳染風險，期望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 2021.09.25 臺北慈濟醫院與臺灣尿失禁防治協會合作，25、26日舉辦學術研
討會，包含研究成果發表、專題演講，以及案例討論等，逾二百
人與會。

 ◆ 2021.09.25 花蓮慈濟醫院響應國際失智症月，與臺灣失智症協會、國立臺灣
圖書館、吉安鄉公所等單位合作，是日於吉安鄉立圖書館，舉辦
「在圖書館遇見德曼莎」活動，藉由社區資源網絡的連結，提升

臺中慈濟醫院醫療團隊

前往潭子國中校園，為

學生接種輝瑞新冠肺炎

疫苗，學子在施打過程

中難免緊張，慈濟志工

適時協助，撫慰學生不

安情緒。攝影／賴廷翰

花蓮慈濟醫院醫療團隊

於慈濟科技大學，為五

專部護理科一至三年級

學生接種輝瑞新冠肺炎

疫苗，降低染疫風險。

圖片／慈濟科技大學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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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失智症正確認識及友善態度。

 ◆ 2021.09.25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25、26日舉辦醫療志業主管共識營，邀請董監
事、醫療執行長辦公室，以及七家慈濟醫院的主管團隊，分享各
院醫療特色，並擬定未來十年願景及永續發展目標，提升醫療服
務品質。

 ◆ 2021.09.26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舉辦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OSCE），
與嘉義大林慈濟醫院連線，共同為花蓮、臺北、臺中、大林四家
慈院，計四十六位中醫住院醫師，測試他們在臨床訓練的成果。

 ◆ 2021.09.26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因應臺灣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5月起取
消造血幹細胞驗血建檔等活動，隨疫情趨緩警戒降級，採預約報
名方式，本日於慈濟高雄分會重啟驗血建檔活動；另舉辦異體捐
者提供免疫細胞製備CAR-T線上學術研討會，議題包含血癌疾病
治療趨勢、細胞治療、倫理與法規等。

 ◆ 2021.09.28 花蓮慈濟醫院皮膚醫學中心主任張中興，獲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邀請，自本年8月起每月一次前往澎湖醫院駐診。本日透過遠距
視訊診療方式，加開特別門診，為近期在當地頻繁發生的皮膚搔
癢症患者進行診治。

 ◆ 2021.09.29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醫護人員前往三民國中，為一百零四位學生接
種輝瑞疫苗（BNT）。

 ◆ 2021.09.30 臺中慈濟醫院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承接新冠肺炎疫苗校園接種作
業，是日醫療團隊前往弘文高中，分成四條動線為逾一千四百位
學生，接種輝瑞疫苗（BNT）。

十月
 ◆ 2021.10.01 印尼慈濟醫院本日正式啟業，提供門診與住院等醫療服務。醫院

於6月14日啟用防疫中心，收治新冠肺炎確診病患，歷經醫院志
工培訓、試營運等整備工作，9月30日慈濟志工與醫療團隊舉辦
慶祝活動，感恩護持建院的大德。

 ◆ 2021.10.01 臺北慈濟醫院與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合作，採實體與線上並行
方式，舉辦「品質改善金頭腦──從病人為中心到醫療服務設
計」研習會，逾百人參與。

 ◆ 2021.10.01 衛生福利部舉辦一一○年醫療事故關懷服務績優表揚活動，花
蓮慈濟醫院及臺北慈濟醫院，分別獲得機構團體組特優、優等
殊榮；花蓮慈院醫師李毅、臺北慈院醫師程紹智，獲頒個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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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

 ◆ 2021.10.02 「第八屆加拿大慈濟國際中醫學術研討會」2至7日以線上視訊會
議舉辦，邀請二十六位專家學者進行演講與交流，共有來自亞
洲、美洲、歐洲、大洋洲等地的十四個國家地區，計六百二十位
學員連線參加。

 ◆ 2021.10.03 慈濟馬來西亞亞庇聯絡處與斗亞蘭醫院（Tuaran Hospital）合
作，於慈濟環保站舉辦捐血活動，並進行地中海型貧血的衛教宣
導，共募集九十二袋血液，紓緩血庫血荒。

 ◆ 2021.10.08 花蓮慈濟醫院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合作，
首次於慈濟大學開設「高等生醫資訊技術與分析技巧研習」課
程，逾三十位醫護人員及學生修習。此為2020年5月慈濟與國家實
驗研究院簽署合作備忘錄中，結合醫療與學術研究的合作項目。

 ◆ 2021.10.08 臺中慈濟醫院接獲政府委託為日僑施打新冠肺炎疫苗，是日由熟
稔日文的醫護人員與慈濟志工，協助流程引導與諮詢，逾三十人
完成接種。

 ◆ 2021.10.09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於聖迪瑪斯志業園區，舉辦員工培訓課程，
內容包含健康保險與職業安全相關法規、急救技能訓練，以及介
紹慈濟醫療人文、國際義診等。

 ◆ 2021.10.10 北區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慈濟志工定期於新北市三芝區、石門區，
舉辦定點義診及居家往診服務，受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升溫影響暫
停近六個月，是日重啟居家往診，關懷長者健康；中區慈濟人醫
會成員與慈濟志工，同日亦前往苗栗縣卓蘭鎮坪林里活動中心，
重啟定點義診活動。

 ◆ 2021.10.11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成立「整合暨高齡緩和醫療中心」，結合老年
醫學科及家庭醫學科、一般內科、藥事照護等多個門診，提供高
齡病患醫療需求，並協助出院後銜接當地醫療資源或居家醫療照
護，以及疾病末期病人的安適舒緩照護，是日揭牌啟用。

 ◆ 2021.10.14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率領研究團隊，於2006年研發生物材料
攜帶當歸萃取物治療腦癌的新藥，其技術獲得多國專利並進行相
關臨床試驗。本年獲《自然（NATURE）》期刊邀約於「聚焦傳
統中醫藥」主題撰寫專文，分享奈米當歸西藥鼻噴劑治療腦癌，
及花蓮慈院中草藥研究概況，於10月7日刊出，是日舉辦發表會。

 ◆ 2021.10.15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2021年慈濟醫學年會，由花蓮慈濟醫院主辦，
以「中西合璧•創新研發•智慧醫療•守護健康」為主題，15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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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在慈濟大學舉行，包含各項研究計畫發表、醫學教育日、專
題研討會與演講，以及中醫藥學術論壇等約六十場次活動。

 ◆ 2021.10.16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以「髓緣滿堂」為主題，於線上舉辦二十八
周年慶相見歡暨關懷小組講師認證課程，近一千三百名骨髓捐贈
關懷小組志工連線參與。

 ◆ 2021.10.17 臺中慈濟醫院結合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第十五年為信望愛智能
發展中心院生進行年度健康檢查，服務逾百人。

 ◆ 2021.10.17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與賈斯（Jas）眼鏡公司合作，於普達韋
爾區（Pudahuel）埃爾維拉聖克魯斯學校，舉辦眼科義診活動，
邀請醫師為弱勢家庭學生免費檢查視力、配製眼鏡。

 ◆ 2021.10.18 臺北慈濟醫院參與由衛生福利部、國家衛生研究院、羅氏大藥廠
共同執行的「癌症精準醫療及生物資料庫整合平臺」合作示範計
畫，是日舉行啟航儀式，由院長趙有誠代表出席。計畫收案對象
包含胰臟癌等六種晚期癌症病患，結合人體生物資料庫及精準醫
療，提供患者合適的治療方式。

 ◆ 2021.10.20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出動眼科大愛醫療巡迴車，於紐約市瓦特法
蘭西斯小學（Walter Francis Bishop Magnet School of the Arts），為
弱勢家庭學童進行視力檢查及配眼鏡服務。

 ◆ 2021.10.21 臺北慈濟醫院與蒙古第四醫院透過視訊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
針對醫學教育、醫療技術，以及難症治療等面向展開合作。

 ◆ 2021.10.21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於21、24日進行「海端鄉醫療給付效益提升
計畫」擴大衛教活動，以「講糖人生」為主題，前進霧鹿、利
稻部落，藉由衛教強化民眾對糖尿病的認知，達到疾病預防及
提升居家自我照護的能力，並邀請中醫師為村民講解穴道按摩
與養生知識。

 ◆ 2021.10.22 花蓮慈濟醫院與中華民國無喉者復聲協會合作，提供院內空間設
立花東復聲班，每週五由語言治療師、無喉者食道語講師授課，
指導病友進行復聲訓練，是日舉行揭幕儀式。

 ◆ 2021.10.22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與雲林科技大學智慧辨識產業服務研究中心攜
手，共同舉辦胸腔醫療影像檢測技術發表會，分享雙方合作開發
的三項人工智慧輔助胸腔臨床診斷判讀技術。

 ◆ 2021.10.23 臺中慈濟醫院與慈濟基金會長照推展中心、臺灣出院經理專業協
會、社團法人輕安健康關懷協會合作，舉辦出院經理角色推展及
分享研討會，探討醫療與長照的銜接議題，近百位護理、長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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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參與。

 ◆ 2021.10.24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行第十一屆會員大會及頒獎儀
式，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何宗融，榮獲推動中醫健保醫療品質
獎；大林慈濟醫院中醫部主任葉家舟、臺北慈濟醫院中醫部副主
任吳炫璋，獲頒推動社區及居家醫療貢獻獎。

 ◆ 2021.10.24 新冠肺炎本土疫情趨緩，北區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慈濟志工前往新
北市瑞芳區，重啟每二個月一次的居家往診服務，分成七條路線
關懷長者及衛教宣導。

 ◆ 2021.10.26 花蓮慈濟醫院牙醫部成立東臺灣數位牙醫臨床訓練中心，是日舉
行揭幕儀式，該中心訓練對象包含醫師、實習醫學生、牙體技術
師，設有口腔掃描機、齒雕機、光學技術植牙導航系統等設備，
提升全口金屬假牙精密度與口腔治療品質。

 ◆ 2021.10.27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與安進藥品公司合作，於院區及關山巷弄長照
站，為長者提供「DXA骨質密度檢查」服務，以及骨質疏鬆症衛
教宣導。

 ◆ 2021.10.29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於加州南愛滿地慈濟社區門診中心，舉辦法
親關懷日義診活動，並提供新冠肺炎及流感疫苗接種，共服務
一百六十人次。

 ◆ 2021.10.30 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公布第三十一屆醫療奉獻獎名單，慈濟醫療
財團法人執行長林俊龍，榮獲個人醫療奉獻獎；慈濟大學榮譽教
授葉金川，獲頒特殊貢獻獎。是日於臺北圓山大飯店舉行頒獎典
禮中，接受表揚。

 ◆ 2021.10.30 印尼慈濟大愛醫院舉行啟業十四周年系列慶祝活動，是日與印尼
紅十字會合作，在慈濟大愛學校舉辦捐血活動，共七十五人完成
捐血善舉。

花蓮慈濟醫院成立東臺

灣數位牙醫臨床訓練中

心，由牙醫師邱勁示範

操作口腔掃描機，準確

建立患者口腔模型，製

作精密度高的假牙。攝

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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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 2021.11.01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響應世界骨髓捐贈者日活動，與花蓮縣富里
鄉農會、花蓮扶輪社合作，在富里鄉羅山村的黃德源有機田，布
置地景藝術圖案。是日包含富里鄉農會家政班媽媽、富里國中師
生、欣欣幼稚園學童等近二百五十人，於稻田排列圖騰，向世界
骨髓捐贈者致敬。展期至11月5日結束。

 ◆ 2021.11.04 花蓮慈濟醫院承辦衛生福利部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於花
蓮靜思堂設置精神長照據點，每週提供兩日全天日間照顧，減輕
家屬及照護者負擔，是日舉行啟動儀式。

 ◆ 2021.11.06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第七十四屆全國醫師節慶祝大
會並表揚傑出醫師，臺北慈院院長趙有誠，獲頒臺灣醫療貢獻
獎；花蓮慈院王志鴻、梁忠詔、賴佩芳，大林慈院賴俊良、王俊
隆，臺北慈院徐榮源、蘇文麟等醫師，獲頒防疫特殊貢獻獎；慈
濟人醫會醫師紀邦杰、葉添浩，獲頒臺灣醫療典範獎。

 ◆ 2021.11.06 臺北慈濟醫院官網之溫馨院誌〈疫見〉系列報導，榮獲中華民國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一一○年臺灣醫療報導獎之平面類優勝，是
日於頒獎典禮中接受表揚。

 ◆ 2021.11.07 臺中慈濟醫院院長簡守信邀請院內醫師，前往南投縣草屯鎮，為
慈濟關懷個案江先生整理居家環境，提前慶祝醫師節，逾五十位
醫護人員與慈濟志工參與。

 ◆ 2021.11.07 慈濟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舉辦法親關懷日，邀請慈濟人醫會醫
師進行眼科義診及配鏡，共服務六十人。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與花蓮縣富里鄉農會、花蓮扶輪社等

團體合作，在有機稻田中排列世界骨髓捐贈者日的地球圖

案，向世界骨髓捐贈者致敬。攝影／陳榮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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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1.07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於普羅維登西亞市（Providencia）卡梅拉卡
瓦哈爾公立中學（Liceo Carmela Carvajal），舉辦紓困發放暨眼科
義診活動，邀請醫師為弱勢家庭學生免費檢查視力、配製眼鏡。

 ◆ 2021.11.12 印尼慈濟大愛醫院醫護人員一行五人，前往西雅加達卡里德勒斯
鎮（Kalideres），關懷心智障礙安置機構（Panti Bina Grahita）院
民，並送上衣物、書籍與玩具等物資。

 ◆ 2021.11.14 花蓮縣醫師公會舉辦一一○年醫師節慶祝大會及表揚優良醫師，
花蓮慈濟醫院醫師李毅、賴佩芳，分別獲頒醫療奉獻獎、特殊醫
療貢獻獎；花蓮慈濟醫院、玉里慈濟醫院獲頒防疫有功感謝獎；
玉里慈濟醫院醫師賴佩幸獲頒優良醫師。

 ◆ 2021.11.15 花蓮慈濟醫院與華碩電腦菲律賓分公司合作，舉辦「新南向臺菲
智慧醫療視訊論壇」，分享智慧醫療運用於精準醫療、醫院營
運、健康照護等面向，近百人連線參與論壇。

 ◆ 2021.11.17 花蓮慈濟醫院與宏潤生物科技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針對宏潤生
技研發的「銀杏果培育黃金蟲草子實體」，進行抗糖尿病及抑制
抗藥性癌症等臨床研究。

 ◆ 2021.11.18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於10月27日獲得仁愛醫療基金會（AHMC 

Health Foundation），捐款四萬六千美元（約合新臺幣一百二十七
萬餘元），支持慈濟醫療中心、南愛滿地慈濟社區門診中心，購
置兒科牙科設備，提升社區兒童口腔衛生保健。11月18日於南愛
滿地慈濟社區門診中心舉行捐贈儀式。

美國仁愛醫療基金會理事及蒙特利公園醫院執行長柯亨

（Philip A. Cohen, 左三）出席11月18日在南愛滿地門診

中心舉行的捐贈儀式，貴賓象徵性地將支票交予美國慈

濟醫療基金會董事長葛卓言（左一）、執行長鄧博仁

（左二）。攝影／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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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醫療基金會成立於2009年，為非盈利組織，其宗旨在提高
所服務社區居民的生活質量，解決因文化和語言障礙，導致個
人無法獲得醫療保健資源的差距，並支持社區內基本健康篩查
及社區診所的發展。該會董事林元清醫師及仁愛醫療集團創辦
人吳弘文博士，長期支持慈濟的醫療工作，慈濟醫療中心的病
人也會轉介到仁愛醫療集團的醫院接受進一步診療，雙方合作
密切。
此次受贈款項將用在擴增兒童牙科設備，據美國聯邦疾病管制
與預防中心（CDC）研究，齲齒是美國最常見的兒童慢性病之
一，兒童牙科護理對於預防齲齒至關重要，若未經妥善治療，
將會導致疼痛和感染，並可能會干擾孩童在飲食、說話、玩樂
和學習等活動。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致力提升兒童牙科服務，
用以滿足社區日益增加的需求，在仁愛醫療基金會的支持下，
預估一年內可為二百五十名低收入兒童提供牙科診療服務。

 ◆ 2021.11.19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公告建議，境內五至十一歲兒童接種
新冠肺炎疫苗，以降低學童感染機率。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遵
循政府防疫政策，聯繫南加州愛滿地山景學區（Mountain View 

School District）與瓦萊林多學區（Valle Lindo School District）
疫苗接種事宜，19、20日在瓦萊林多學區辦公室及馬德里中
學，為三百三十四位兒童及家長施打疫苗。

 ◆ 2021.11.25 花蓮慈濟醫院與臺灣骨王生技公司攜手，舉辦科技產業於醫學
教育訓練之創新與臨床應用發表會，及產學合作簽約儀式，以
該公司開發之「OOOPDS⸺3D醫療影像處理手術規劃軟體」
為基礎，透過多點觸控解剖軟體平臺模擬骨折重建，同時提供
雲端傳遞功能，進行手術前精密規劃，並運用於醫學生教學訓
練。

 ◆ 2021.11.26 約旦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慈濟志工，前往馬夫拉克（Mafraq）虎
威賈村（Huweyja）舉辦義診活動，提供耳鼻喉科、心臟科、骨
科、檢驗科等診療，服務逾二百九十人次。

 ◆ 2021.11.30 花蓮慈濟醫院與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NVIDIA、商之器
科技公司合作，開發以人工智慧輔助的乳房攝影診斷及治療流
程，是日聯合舉行「AI Medical智慧乳癌篩檢」啟動儀式，及簽
署合作約定，提升癌症篩檢準確度與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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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 2021.12.01 臺北慈濟醫院兒童復健中心主任吳欣治，偕同兒科醫護人員及社

工師，前往文山區忠義育幼院為十二位院童健檢，評估身心發展
狀況與所需的醫療協助。

 ◆ 2021.12.02 花蓮慈濟醫院攜手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及多家合作生技公
司，於2至5日在臺北南港展覽館參與「2021臺灣醫療科技展」，
舉辦二十六場專家講座，分享細胞療法創新研究與臨床成果，發
表中西醫合療、新藥研發、淨斯本草飲應用、智慧醫療等主題。

 ◆ 2021.12.03 花蓮慈濟醫院與桂冠實業簽定合作意向書，桂冠營養研究室研發
的奶素「美味健力湯」，委託花蓮慈院營養科進行臨床試驗。該
產品針對素食者設計，幫助長者均衡蛋白質等營養攝取，以提升
人體肌肉量。

 ◆ 2021.12.04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創新研發中心與長春藤生物科技簽署合作約
定，技術移轉腦瘤外泌體抗體標靶藥物開發等五項專利。

 ◆ 2021.12.04 加拿大慈濟人醫會結合原住民組織祖母之音（Grandmother’s 

Voice），4至5日在多倫多荷頓區（Halton Region）舉辦中醫義診
活動，為原住民提供針灸等服務。

 ◆ 2021.12.05 中區慈濟人醫會與臺中市脊髓損傷者協會合作，於臺中靜思堂舉
辦義診，為脊損病友提供牙科、中醫科等診療，並邀請臺中慈濟
醫院醫師林英超，分享神經損傷最新療法。

 ◆ 2021.12.05 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結合慈濟美國總會，於拉斯維加斯牧場高
中（Rancho High School）舉辦牙科義診活動，為無醫療保險等弱
勢社區居民服務。除了慈濟人醫會與慈濟志工參與，還有來自圖
羅大學（Touro University Nevada）醫學院學生，協助居民辦理報
到手續。

 ◆ 2021.12.09 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舉行「2021人權貢獻獎」頒獎典禮，花蓮
慈濟醫院獲頒醫療人權貢獻獎，由護理部主任鍾惠君代表受獎。

 ◆ 2021.12.10 慈濟基金會與中國大陸福建省福鼎市醫院、市衛健局、市衛校合
作，於貫嶺鎮透埕村舉辦義診、健康宣導活動，並提供義剪服
務，另安排居家往診人員，服務行動不便的患者，共診治鄉親逾
二百二十人次。

 ◆ 2021.12.11 東區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慈濟志工，於臺東仁愛之家舉辦義診活
動，提供內科、復健科、眼科、中醫科診療，共服務一百一十四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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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2.13 美國北加州慈濟苗必達（Milpitas）服務中心，重啟因疫情而暫
停的社區義診服務，是日提供醫療諮詢，以及中醫科、牙科診
療。

 ◆ 2021.12.13 花蓮慈濟醫院與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合作，舉辦中醫藥
暨新冠肺炎國際合作防疫跨國論壇，邀請臺灣、菲律賓醫事人員
透過視訊，交流以中醫藥對抗疫情的經驗，逾五十人參與ㄋ。

 ◆ 2021.12.14 臺中慈濟醫院承接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之新冠肺炎疫苗施打
作業，於11月4至8日、12月10至14日，為受收容人接種疫苗計
逾六千人次，是日由臺中監獄典獄長林錦清頒贈感謝狀。

 ◆ 2021.12.15 花蓮慈濟醫院泌尿部成立「尿失禁及骨盆底健康促進中心」，
是日舉行啟用儀式，協助排尿障礙、骨盆底功能異常，及脊髓
損傷病友，改善生活品質。

 ◆ 2021.12.15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主辦，嘉義大林慈濟院協
辦的「Lean In Action 精實醫療實作研討會」，是日於大林慈院
展開，逾八十位護理人員參與。

 ◆ 2021.12.16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舉行2021年品質認證授證
典禮，臺北慈濟醫院通過乳癌、急性心肌梗塞、糖尿病、腦中
風、人工關節置換疾病照護品質認證；臺中慈濟醫院通過慢性
阻塞性肺病疾病照護品質認證；大林慈濟醫院通過慢性阻塞性
肺病、腦中風、糖尿病、腎臟病疾病照護品質認證；花蓮慈濟
醫院通過人工關節置換疾病照護品質認證。

 ◆ 2021.12.17 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舉辦第十八屆國家新創
獎頒獎典禮，花蓮慈濟醫院獲頒二項臨床新創獎，及三項新創
精進獎，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創新研發中心獲頒學研新創獎。

 ◆ 2021.12.17 衛生福利部舉行中醫藥發展獎勵第一屆玉階獎頒獎典禮，花蓮

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許

文林（左）向臺東仁愛

之家住民打招呼，關懷

他們的健康。攝影／陳

誼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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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2.18 �中�������二�中�減重手���會����療��
��聯合研�會，��代��減重領域��師，傳承�科減重
手��照��驗。

 ◆ 2021.12.19 北���人�會重啟�北�平��義�活動，�平���活動
中�、十�寮成����服務，另���往�動��行���
�，共一百五十���人員��工參�。

 ◆ 2021.12.21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舉行第七屆社區金點獎頒獎典禮，花
蓮慈濟醫院長期照護部社區健康中心副主任賴至妍、長照A單位
個案管理師黃品瑜、居家照顧服務員謝佑靈，獲頒「長期照顧
服務組金點英雄獎」；社區健康中心主任林淑緩以出院準備項
目入圍專業人員組。

 ◆ 2021.12.23 花蓮扶輪社響應「召募青年造血幹細胞捐贈計畫」，主辦扶輪社
全球獎助金計畫，募集逾七萬六千美元，捐助慈濟骨髓幹細胞中
心，用以推動教育宣導、電子化作業，及增設免疫基因實驗室儀
器設備。是日舉行捐贈儀式。
該計畫緣起於一位血癌青年朱頤，2017年被診斷罹患急性骨髓
性白血病，在花蓮慈濟醫院接受骨髓移植治療，感受到骨髓造
血幹細胞移植對於血液疾病患者的重要性，以及社會大眾對此
議題仍有許多的不了解與錯誤認知。並認為自己罹患血癌，重
生後就有使命為更多配對不上的血液疾病患者發聲，於是想要
號召更多年輕人一起來響應，成立了「血。拾人生」網站，集
結罹癌青年，除了彼此互相加油打氣，更為其他在奮戰中的病
友發聲。
這段期間他參與了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在臺北舉辦的捐贈五千
例記者會，及公益影片《阿孫要配對》的記者會，當時他以年
輕受髓者的身分，健康活力的形象，很快成為媒體觀注的焦
點，於是他又一次站在螢光幕面前，立下號召「十萬青年建
檔」的大願。遺憾的是經歷兩次移植後，血癌仍是復發並轉
移，於2019年12月22日離世。
花蓮扶輪社社友在得知朱頤的遺願後，立即展開行動，多次前
往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了解與實際參與驗血建檔活動，為如
何召募青年造血幹細胞建檔，雙方不斷溝通討論，在20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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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在花蓮市合辦捐血活動，傳遞骨髓幹細胞捐贈的正確觀念，
並廣邀青年朋友建檔。另一方面，由花蓮扶輪社2020至2021年
度第六十屆主辦之全球獎助金「強化骨髓幹細胞建檔以挽救更
多生命計畫」，不僅獲得臺灣友社宜蘭扶輪社與3482地區臺北
北門扶輪社支持，海外日本2630地區鳥羽扶輪社、橫濱西扶輪
社，及泰國3350地區、韓國3750地區等扶輪社也共同捐助圓滿
此計畫。
花蓮扶輪社直前社長鍾政昌表示，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的申
請案，必須結合國內外扶輪社共同完成，期望將計畫推向國
際，讓更多人看見計畫的重要性和公益性。花蓮慈濟醫院骨髓
幹細胞中心與花蓮扶輪社，讓光的使命化作愛的延續，本次捐
贈行動擴充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實驗室設備，期待召募更多的
青年建檔，增加血液疾病患者獲得移植重生的機會。

 ◆ 2021.12.24 臺中慈濟醫院與金門大學合作，提供護理學系學生臨床實習名
額，首梯共七位學生參與，是日圓滿為期八週的實習訓練。

 ◆ 2021.12.25 馬來西亞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慈濟志工，25、26日於雪蘭莪州莎阿
南太子園（Taman Sri Muda），為水患災民提供義診服務與衛教
宣導。

 ◆ 2021.12.25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舉行 COVID-19「關鍵『疫』戰，感謝有

花蓮扶輪社主辦之全球獎助金「強化骨髓幹細胞建檔以挽救更多生命

計畫」，集結海內外友社力量，捐助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增設免疫基

因實驗室儀器設備。攝影／鍾懷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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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頒獎典禮，臺北慈濟醫院獲頒「COVID-19防疫有功醫院──
貢獻卓越獎」及「加強型防疫旅館主責醫院──貢獻良多獎」。

 ◆ 2021.12.26 中區慈濟人醫會成員與慈濟志工、臺中市街友關懷協會攜手，於
臺中火車站周圍夜訪街友，關心他們的健康狀況，並致送熱食及
禦寒物資；另於內政部移民署南投收容所，舉辦義診、義剪活
動，共幫助七十位受收容人。

 ◆ 2021.12.31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2021年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在全臺各縣
市，共舉辦五十四場捐贈造血幹細胞驗血活動，連同向中心預約
建檔者，總計四千七百五十四人加入志願捐贈者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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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 2021.01.06 慈濟科技大學與中國青年救國團簽署多元合作方案備忘錄，針對

教育資源共享，安排學生社團服務、諮商輔導、終身學習等面向
展開合作。

 ◆ 2021.01.07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舉行授袍典禮，由德昕、德儀師父為二十九位
即將進入業界實習的學生授袍。

 ◆ 2021.01.09 慈濟大學天空學院磨課師（MOOCs）課程「星球能源與永續發
展」，獲2020年全國線上推廣教育獎之課程內容類佳作獎肯定，
本日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江允智代表受獎。

 ◆ 2021.01.12 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與耐能智慧公司簽署「實習就業暨產學
合作備忘錄」，針對科技教育、學用連結以及科學研究等面向展
開合作。

 ◆ 2021.01.16 臺南慈濟高中小學部舉辦「歡喜好厝邊」掃街活動，動員逾三百
位親師生，共同清掃校園周圍及社區環境，並結合「發春聯結好
緣」活動，敦親睦鄰並傳遞祝福。

 ◆ 2021.01.16 慈濟大學國際接待服務隊前往新北市烏來國中小學，舉辦「視界
藍圖」營隊，透過課程和體驗遊戲，介紹全球五大洲地理特色與
文化風情，開拓國際視野，共二十五位學員參與。

 ◆ 2021.01.21 慈濟大學與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合作，於21、22日舉辦「花蓮縣
一一○年校園防毒守門員⸺藥物濫用種子師資培訓暨認證」，
來自各國中、國小教師及反毒志工，共一百二十四人參與。

 ◆ 2021.01.21 慈濟科技大學慈濟人文社21、22日，於花蓮鳳林靜思堂舉辦慈濟
人文環保美育營，帶動國小學童學習生活禮儀、防疫衛教等，並
以手作課程傳達科學與環保知識。

 ◆ 2021.01.21 慈濟科技大學LOVE樂服社21至27日前往屏東縣墾丁與小琉球，
進行環境教育學習，內容包含海洋生態保育、地形景觀維護等活
動，並前往商店街推廣「減塑同盟」，鼓勵顧客自備環保餐具。

 ◆ 2021.01.28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自2018年起，於秀林鄉水源國
小進行教育部原住民族家庭教育方案計畫，開辧親子互動、情感
教育等課程；1月28至30日舉辦「希望．遇見．巴奇克」冬令營
活動，引導學童認識部落歷史與文化。
 

教育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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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 2021.02.01 臺南慈濟高中1、2日於七股區樹林國小舉辦科學營，營隊課程由

學生籌備及設計，包含「水火箭」、「我撕知識王」、「科學家
小劇場」等內容，將科學知識分享給國小學員。

 ◆ 2021.02.01 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自2007年2月啟動品格教育計畫，前往南加
州聖伯納汀諾郡萊特溪小學（Lytle Creek Elementary School），
進行每月兩次的品格教育課程，透過靜思語教學、茶道、花道、
團體遊戲等內容，培養學童的良好道德品格，其後陸續在聖迪瑪
斯市艾克斯丹小學（Fred Ekstrand Elementary School）、阿茲塞市
查爾斯李小學（Charles H. Lee Elementary）等校推行。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地學校改以線上教學，美國慈濟
教育基金會品格教育團隊於是發展網路自學課程，以感恩、尊
重、慈悲、責任等十一種人格特質為主軸，設計線上課程模組，
將原來必須在教室進行的互動式的課程，調整成線上進行，且內
容預先錄製完成，學生們可以依自己的時間安排上課，期望能夠
突破空間及時間的限制，讓學童們可以持續接受品格教育，使學
習不間斷。

「希望．遇見．巴奇克」

冬令營活動的第一堂課，

讓小朋友畫出家裡的成

員，及照顧你的人是誰？

引導學童認識家庭及部落

歷史。攝影／李家萓

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品格

教育團隊透過視訊會議，

分享品格教育課程教學方

法及線上課程模組，期待

把全人教育理念，落實深

耕於更多孩子的心。圖片

／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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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在第一個課程模組完成後，展開師資培訓課
程，本年2月1日舉辦視訊會議，由品格教育發展與推廣室主任羅
元駿主講，解說教學大綱及授課內容，並引導教師操作網路課程
教學模組，共來自八國、計一百六十五人連線參與。2月22日，
品格教育團隊與土耳其慈濟志工胡光中、滿納海國際學校十四位
英語教師進行線上交流，分享品格教育課程內容與教案設計方
向，以及團隊在美國推廣品格教育的過程與經驗。

 ◆ 2021.02.01 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與全美五所慈濟學校，參加美國民間非營
利組織（Kids for Peace）於每年1月底舉辦的「慈悲大挑戰（The 

Great Kindness Challenge）」，為讓學生有更深入的體驗，教師搭
配品格教育教案，提前於2020年12月進行活動，本年1月29日完
成任務，是日獲頒「慈悲認證」獎章（Kindness Certified School

／District），肯定慈濟推動品格教育成效。

 ◆ 2021.02.02 苗栗縣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主任劉欣宜與教師一行
二十八人，參訪慈濟科技大學，並相互分享護理教育理念。

 ◆ 2021.02.06 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舉辦線上新春慶團圓活動，內容包含傳統賀
年歌舞、新年故事、剪「春」窗花、蔬食年菜展示等活動，由四
所大愛幼兒園及核桃慈濟小學的學生進行賀年表演，並透過社群
平臺（Facebook）將祝福傳遞給美國、土耳其、海地、菲律賓、
莫三比克等地逾九百七十八個家庭。

 ◆ 2021.02.08 新加坡慈濟大愛幼教中心大巴窯、義順校區師生於2月8至21日，
分別舉辦農曆新年慶祝及送愛到社區活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學童拍攝祝賀影片與製作手工作品，由師長送往大巴窯西民
眾聯絡所、慈濟樂齡長青館，傳遞祝福。

 ◆ 2021.02.17 慈濟大學參與衛生福利部之「一一○學年度專科護理師碩士公費
生試辦計畫」，即日起至3月16日進行首屆招生報名。

 ◆ 2021.02.22 慈濟科技大學與慈濟基金會合作，首度開設「防災科技管理實
務」選修課程，內容包含災害管理與實務、社區防災工作推動
等，輔導學生考取內政部防災士證照，建立正確防救災觀念與
技能。
根據內政部統計，截至2021年1月全臺共有六千六百一十五名防
災士，而花蓮只有七十九人，防災人力嚴重不足。因此，慈濟科
技大學與具有內政部消防署核定為防災士培訓機構的慈濟基金會
合作，首度在校園內開設「防災科技管理實務」選修課程，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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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學分，由慈善志業發展處災防組職工黃玉琪擔任授課講師。
氣候變遷讓天災越來越頻繁，若能多一分準備，就能少一分災
害。擁有防災專業知識，才能在災難來臨時立即反應並脫離危
險。有別於以往舉辦的兩天一夜防救災體驗營，「防災科技管理
實務」課程的知識與實務更加完整，除了防災士培訓的基礎急救
訓練、急救措施實作、防災士職責與任務、資訊運用與社區防災
計畫等十五小時課程外，更加入慈濟防災經驗、慈悲科技與物資
運籌等內容，及結合動態的急救措施、個人與居家防護實作、災
害情境演練、隨堂測驗等，有效幫助學生吸收所學、融會貫通。
修課學生透過課程學習防災知識、技術，訓練合格且取得防災士
證照後，就可自主性協助政府或防救災團體依相關法令，辦理防
救災宣導、救助、推動防救災工作，不論身在何處，都能把握黃
金時間救人與自救。

 ◆ 2021.02.22 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於2月22日至6月26日，規劃四次品格教育培
訓課程，與土耳其滿納海國際學校英語教師進行線上交流，包含
品格教育發展說明、教案設計理念與示範、教案體驗與試教、實
際教學分享與回饋等，共十二位教師參與。

 ◆ 2021.02.22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結合慈濟基金會、土耳其滿納海國際學
校，首次開設「國際難民學生語言交換學伴服務學習」課程，本
日起由三十位慈濟大學修課學生透過雲端連線，與二十二位土耳
其滿納海國際學校學生，以英語進行為期三個月的交流。

三月
 ◆ 2021.03.05 慈濟大學醫學系一○九學年大體解剖學課程結束，本日舉行送

靈、火化、感恩追思暨入龕典禮，向十二位無語良師及家屬表
達感恩。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災防

組職工黃玉琪為「防災

科技管理實務」課程授

課教師，課程結合模擬

情境、慈濟防災經驗、

慈 悲 科 技 的 人 文 體 現

等，為臺灣培訓更多防

災士。攝影／徐瑩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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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07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幸福祖孫志工隊本日舉行培訓課程，指導

學生如何透過遊戲、健康操等團康活動與長輩相處互動。志工隊
於2018年9月成立，每學期舉辦培訓活動，及前往國軍花蓮總醫
院附設一般護理之家、全民老人長期照護中心關懷長者。

 ◆ 2021.03.07 澳洲布里斯本慈濟人文學校響應「澳洲清潔日（Clean Up 

Australia Day）」，透過繪本故事與體驗活動，帶領學童認識海
洋汙染，及省思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另正式啟動每週校園資源回
收活動，鼓勵參與「舊瓶換錢」回收計畫，將所得用於行善。

 ◆ 2021.03.09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Yabi兒童劇團」公演，9至
28日陸續在花蓮縣鳳林國小、瑞穗國小、文蘭國小、宜蘭縣育
才國小及慈濟大學，演出六場《消失的凡達斯蒂：歸途之路》
兒童劇。
本次共有三十六位學生參與「Yabi兒童劇團」演出，在指導老
師的引導下，從編寫劇本、排戲走位、服裝道具、音樂、以及
燈音控的配置等，歷經八個月的努力共同創作，以活潑有趣的
方式，講述主角栗子、阿倫掉進了手機的《凡達斯蒂》遊戲
中，展開了一連串科幻冒險。藉此傳達兒童要學會自己思辨訊
息的真假，同時也提醒家長注意，當小孩哭鬧時，不要用手機
代替真實陪伴，以增進親子間互動，也思考因網路成癮所衍生
的人際互動問題。

「Yabi兒童劇團」的成立，源於兒家系的第一屆學生，希望以兒
童戲劇的形式傳達教育及家庭觀念，並發願讓花蓮縣各地區的兒
童，都能有機會欣賞。在師生共同努力下，2005年演出首場兒童
戲劇《消失的城堡》，讓偏鄉孩子們進入不一樣的世界，也讓家
長藉由陪同孩子欣賞的過程，親子共同成長。2006年，兒家系正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

庭教育學系一○七級的

三十六位學生，在傅建益

老師（左二）及陳可宜老

師（前排中）指導之下編

寫劇本，並自己學習車縫

服裝及製作布景、道具。

攝影／李家萓



445

年
表
教
育

式成立「Yabi兒童劇團」，以「芽比」為劇團名，象徵著小小的
新芽，就像兒童帶給人類無窮的希望。
第一屆學生以兒童劇傳達家庭教育理念的願望，在往後各屆學弟
妹們的傳承之下，於每年3至4月間推出一齣兒童劇，到花蓮各地
區進行巡迴公演，至今已是第十七屆，巡演花蓮縣各國小逾八十
個場次。2020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取消現場演出並改以線
上直播，本年因疫情趨緩，恢復現場演出再配合線上直播，讓更
多人能夠欣賞戲劇表演，也學以致用發揮影響力。

 ◆ 2021.03.10 臺南慈濟高中一年級師生前往安平區朝興啟能中心，進行志工服
務，透過樂器演奏、團康遊戲等活動與院生互動。

 ◆ 2021.03.12 臺南慈濟高中舉辦「高一70K單車成年禮」，由校長姚智化及家
長會成員領騎，自校園出發往返七股區，讓參與學生透過單車運
動，學習挑戰自我，並培養毅力、勇氣與團隊合作的精神。

 ◆ 2021.03.12 美國德州達拉斯慈濟大愛幼兒園舉辦教師精進日，透過團康活
動、互相討論，理解「正向思考與良性溝通」的重要，並針對教
學方案進行觀摩，提升教學品質。

 ◆ 2021.03.14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舉辦標準化病人培訓工作坊，邀請花蓮慈濟
醫院護理長江如萍、專科護理師曾寶慧、楊政達、蔡鈺屏授課，
以及戲劇表演老師廖嘉琛，教導學員肢體語言與口語表達。

 ◆ 2021.03.18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18至21日舉辦模擬手術課程，本日啟用
八位無語良師，共二十九位慈濟醫院醫師、二十位醫學生，及
二十二位花蓮縣消防局高級救護技術員進行學習，22日舉行送
靈、追思感恩暨入龕典禮。

 ◆ 2021.03.18 慈濟「無毒有我」反毒教育宣導團應金門地檢署邀請，前往金門
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進行反毒宣導活動。

 ◆ 2021.03.25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自2017年起，定期前往日本青森縣展開國
際教育交流，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無法進行實地交流。是
日透過視訊與青森縣知事、青森西高等學校師生互動，兩校共
六十四位學生參與。

 ◆ 2021.03.25 美國核桃慈濟小學於2020年3月起，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政
策，改採網路教學。隨疫情趨緩，2月22日陸續開放不同學齡學
生返校上課，本日舉辦班級照相日及戶外教學活動，邀請居家學
習的學童返校參與，內容包含品格教育、科學實驗、中文挑戰，
以及視力檢測等七個闖關活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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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27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小學部暨幼兒園舉辦「與世界接軌•國際

教育嘉年華會」，內容包含社團成果發表、非政府組織介紹、環
境永續、兒童人權與防災宣導等活動，另有義賣攤位，收入悉捐
國際賑災基金。

 ◆ 2021.03.27 慈濟大學協辦臺灣女科技人學會之「STEM春季研習營」，邀請
慈大校長劉怡均、花蓮慈濟醫院醫師謝明蓁、朱紹盈等人，分享
專業領域與職場經驗。雙方並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促進教學與
科學領域的互動。

 ◆ 2021.03.30 慈濟科技大學五專部護理科新住民子女公費生於一一○學年停
招，經教育部核准，改於四技部護理系招收五十名新住民子女公
費生。

四月
 ◆ 2021.04.10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幸福祖孫志工隊」，前往花蓮縣全民老

人長期照護中心關懷長者，透過團康遊戲、音樂演奏等活動與長
輩同樂。

 ◆ 2021.04.10 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於4月10日至5月29日的每週六，在核桃教育
園區舉辦「新芽悅讀劇場」體驗活動，透過繪本故事、手工勞
作、戲劇排演等活動，培養學童閱讀習慣、口語表達等能力，並
增進親子關係。

 ◆ 2021.04.14 慈濟科技大學與臺安醫院研發團隊有感於加護病房裡的重症患
者，多數必須插入氣管內管以建立人工氣道，使用呼吸器輔助呼
吸，以口咬器維持口部張開，以及方便餵食的鼻胃管。為避免病
人因移動或自行拉扯，造成管路不慎滑脫，導致缺氧、呼吸道損
傷，甚至死亡，且病患臉上共要貼上三條棉繩及三條彈性膠帶，
護理人員為患者護理口腔時，撕下膠帶，常發現病人的皮膚出現
壓傷或破損。
為解決此問題，共同研發「複合式管路固定結構」，具備固定氣
管內管、鼻胃管、口咬器的凹槽，減少移位滑脫的機會，達到
「三合一」的固定效果。結構上方還有卡勾設計，可直接開啟及
固定結構，方便護理人員每天進行口腔護理、抽痰等，又能移動
管路位置，避免口腔黏膜遭長時間壓傷。其中，使用矽膠材質的
綁帶，取代彈性膠帶，既可直接固定在臉上，又能解決殘膠難清
理的問題，大幅減輕病人不適與護理人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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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式管路固定結構」於2016年8月申請專利，更榮獲第十四
屆韓國首爾發明展銅牌獎肯定。本日於慈濟科技大學舉行複合式
管路固定結構專利授權合約簽署儀式，校長羅文瑞、臺安醫院護
理副院長徐紫娟、崧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俊雲，共同簽
署專利授權合約。本產品是慈濟科技大學繼「安瓿折斷器」、
「造口清潔裝置」以來，第三件技轉商品，期待透過專利商品
化，讓更多醫護團隊及病人受惠。

 ◆ 2021.04.14 慈濟科技大學長期照護研究所為鼓勵瑞智憶學苑長者，以及「好
Young心坊」的年輕型失智學員增進社區參與，結合在地資源規
劃「憶起走天涯」系列課程，本日為「社區共創⸺當我們同在
藝起」首堂課，邀請慈恩國際藝術村駐村藝術家，與長者們一同
進行藝術創作。

 ◆ 2021.04.17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舉辦精舍路跑活動，於校區起跑至靜思精
舍，國、高中部師生及慈誠懿德會志工約一千二百人參加。

 ◆ 2021.04.19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於19至22日，舉行臺灣神經腫瘤、美容外
科、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外傷醫學會聯合課程，啟用黃金受、
曹美英等八位大體老師，共一百七十六人次醫師參與；23日舉行
送靈、感恩追思暨入龕典禮。

 ◆ 2021.04.21 慈濟大學與社團法人天一學社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針對國學、
文學及社會推廣教育等面向交流，並由天一學社理事長吳展良進
行專題演講。

 ◆ 2021.04.21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發布「世
界大學影響力排名（University Impact Rankings）」，全球共

慈濟科技大學校長羅文瑞

（右一）、崧騰企業公司

董事長張俊雲（右二）及

臺安醫院護理副院長徐紫

娟（左二）共同簽署專利

授權合約，慈濟教育志業

執行長辦公室主任簡東源

（左一）為見證。攝影／

徐瑩芷



448

55
一千二百四十所大學參與排名，慈濟大學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之促進健康照護及人類福祉（SDG3）項目，表現優異，名列第
三十二名。

 ◆ 2021.04.23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舉行第二十三屆加冠典禮，共七十位即將進入
臨床實習學生接受師長授冠。

 ◆ 2021.04.23 臺南慈濟高中小學部於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舉辦「愛飛翔感恩
音樂會」，由打擊樂團、舞蹈團，合唱團、弦樂團、手語小天
使，以及幼兒園學童，共二百二十七人參與演出。

 ◆ 2021.04.23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慈濟學教學研究中心、政治大學佛
教哲學研究中心合作，舉辦「2021佛教判釋與跨界探索」學術研
討會，共七所大學師生參與交流。

 ◆ 2021.04.24 慈濟大學登山社與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戶外亦溯休閒運動社
及志工團體合作，於花蓮縣壽豐鄉月眉村舉辦淨山活動，在縣道
一九三號二十四公里附近的山溝、山壁及邊坡，以吊掛垂降及徒
手撿拾方式，共清理逾一千五百公斤廢棄物。

 ◆ 2021.04.26 成功大學承辦一一○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於4月19至5月8日
進行聖火傳遞活動，本日隊伍抵達慈濟大學，由成功大學社會科
學院院長蕭富仁將聖火交接予慈濟大學校長劉怡均，並由學務長
謝坤叡帶領慈大聖火隊環校路跑，傳遞運動精神。

 ◆ 2021.04.26 考試院院長黃榮村等一行八人，分別前往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
學進行國家考試業務座談，慈濟教育志業執行長王本榮、及兩校
校長等主管與會，雙方針對國家證照考試、臨床技能考試，及電
腦化測驗考場規劃等議題交流。

臺南慈濟高中小學部

打擊樂團，曾榮獲全

國打擊樂團體組「特

優」成績， 於「愛飛

翔感恩音樂會」中演

出。攝影／莊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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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 2021.05.07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舉辦第三十屆加冠典禮，由教師為學生加

冠，期許學生進入醫院實習能視病如親，四技及五專部共四百零
六位學生受冠。

 ◆ 2021.05.07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與東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合
作，由師生組成研究團隊，訪談太魯閣族文史工作者及耆老，並
與秀林鄉立幼兒園教保員共同討論，製作《Truku勇敢小獵人》
等四本幼兒文化數學概念繪本，並建置網站以提供電子書、中文
與族語有聲書，以及教師手冊等，本日舉辦新書發表會。

 ◆ 2021.05.08 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自2017年起，與加州大學富勒頓分校傳播學
院教授曹英嬌合作服務學習計畫，本次課程於3月15日展開，由
品格教育團隊為學生分享品格教育宗旨與教學大綱，協助學生設
計教案及體驗活動，本日進行成果報告。

 ◆ 2021.05.11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於11至13日舉辦二○二一學年度泰國靜思語種
子講師培訓，培育能將靜思語運用在教學，且能與其他老師分享
者，共二十二人參加。

 ◆ 2021.05.12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進入社區感染階段，慈濟大學、慈濟
科技大學、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臺南慈濟高中等校配合教育
部防疫措施，12日起進行校園管制、停辦大型活動，減少人員流
動與接觸，各校亦啟動防疫小組因應疫情變化。其中，慈濟科技
大學、慈濟大學分別於17、18日啟動遠距教學，並進行全校教職
員生的「跨縣市足跡調查」，以及實習學生是否接觸過疑似或確
診患者，以利防疫風險管理。
教育部宣布全國各級學校於19日起停止到校上課，改採線上教
學，隨疫情愈發嚴峻，6月7日公告停止到校上課至結業式。慈濟

慈濟科技大學舉辦第

三十屆加冠典禮，逾

四百位護生將踏入臨

床學習，背負起照顧

病患的責任。圖片／

慈濟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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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志業的四所學校中，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慈大附中有
提供宿舍予學生住宿，當停課訊息發布之後，住宿學生陸續由家
長接回家，展開居家線上學習。
慈大附中原有六百二十七位中學住宿生，其中約六成近三百八十
位學生，因家長考量疫情升溫，以及跨縣市移動可能的風險，選
擇留在學校宿舍，校方也提供四百部的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予
學生借用學習。19日起，住宿學生開始在寢室進行線上學習，為
照顧學生的身心健康、生活作息、環境衛生等，除了學務處師長
外，更動員輔導室、人文室、圖書館等師長一起投入關懷。因應
疫情未見趨緩，學校逐一徵詢家長意見後，二百四十餘位學生由
家長親自接回，九十三位於28日以專車載送返鄉，五十位繼續留
校，由師長給予完善的照護。
防疫期間改採線上教學，也是教師們全新的授課模式，當學生長
時間面對冰冷、生硬的電子產品，難免感到疲勞而分神，因此
師長們須使出渾身解數，抓回學生的專注力。慈大附中教師除了
定期透過線上教學研究會，分享遠距教學經驗與解決線上教學難
題，發揮共創共學的力量外，老師們也持續關心學生的健康狀
況，安定學生的心、培養正向的心態。

 ◆ 2021.05.13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舉行第七屆授袍暨宣誓典禮，三十七位
學生接受師長授予針灸銅人、針灸包，並自下學期開始，前往醫
院進行西醫臨床見習、中醫臨床實習各一年。

 ◆ 2021.05.17 慈濟大學與姊妹校日本尚絅大學自2013年起，每年合辦日本華語
遊學營，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停辦。本年首次舉辦「線上
華語遊學專案」，華語中心於5月17日至7月31日，為姊妹校學生

防疫期間慈大附中展

開線上教學，教師定

期舉辦線上教學研究

會，互相分享遠距教

學的經驗與遇到的難

題。攝影／簡辰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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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每週二小時線上華語課程。另外，慈大東方語文學系日文組
師生在5月21日、6月4日，以視訊進行雙方文化和語言交流。

 ◆ 2021.05.18 印尼慈濟學校與印尼慈濟醫院簽署合作備忘錄，由醫院提供定期
健康檢查、衛生教育宣導等，守護學生與師長們的健康。

 ◆ 2021.05.23 慈濟大學看見晴天醫療服務隊、巴奇克．Pajiq希望志工隊，分別
以「看見晴天寒假偏鄉育樂營」、「水源國小家庭教育假日學
校」服務方案，獲得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一○九年青年志工團隊
競賽及運用單位表揚計畫」之青年組佳行獎。

 ◆ 2021.05.24 慈濟大學與花蓮縣政府簽署打造花蓮農業首都夥伴關係合作備忘
錄，內容包含智慧農業、食農教育、參與式保證體系（PGS）推
廣、典範農業轉移、產學合作等五大面向。

 ◆ 2021.05.30 慈濟大學華語中心於3月15日至5月30日，舉辦第二十八期華語師
資培訓班，本期首次與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合作，為該校華語教師
進行培育，透過一百二十小時遠距課程，提升華語教學專業與技
能，本日共十三位學員結訓，其中九位來自泰國清邁慈濟學校。

六月
 ◆ 2021.06.01 臺南慈濟高中、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與美國緬因州中央中學

（Maine Central Institute），透過視訊舉行雙聯文憑課程合作簽約
儀式；參與雙聯文憑計畫學生，經修習線上課程學分，並於暑期
前往美國就讀實體課程，通過考評即可獲得兩校高中文憑。

 ◆ 2021.06.02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舉辦
「2021亞洲大獎」，慈濟大學首度參與「年度招生獎（Student 

Recruitment Campaign of the Year）」評比，以「新冠病毒危機中
的招生轉機（Students Recruitments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獲入圍。

 ◆ 2021.06.02 慈濟大學林梅鑫獎學金是慈濟志工林錫堅、曹玉芬，為緬懷父親
的教養之恩，以及感恩慈濟大學成就父親成為無語良師的大願，
於2020年12月捐助設立。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活動，提升創作、創
新、發明與設計專利等能力，運用所學的知識和技能為校爭光。
每年依申請案評審為最優個人或團隊一至二案，本年度頒發首屆
獎學金，由「SARS-CoV2抗體檢驗試劑之抗原表達」與「環農再
造」團隊獲獎，並舉辦林梅鑫獎學金線上分享會。
「SARS-CoV2抗體檢驗試劑之抗原表達」團隊，由黃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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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予歡、張祐誠、陳怡廷組成，由國際學院院長林光慧
擔任指導教授。團隊利用大腸桿菌表現SARS-CoV-2S蛋白
之RBD、NTD、S2結構與N蛋白質並進行純化萃取，作為新冠肺
炎快篩試劑之抗原，檢測人體血液中是否存在能與之結合的抗
體；另一獲獎團隊「環農再造」，由林柏輔、石智安、廖英超、
范姜柏宇組成，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江允智擔任指導教授。團隊計
畫從改善土壤開始，將廚餘與農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創造循環
經濟。
「環農再造」榮獲教育部創新創業教育計畫獎勵，並已成功將十
噸的農業廢棄物和廚餘轉化成有機堆肥，並投入耕作使用。學生
們發揮創意，將慈濟「清淨在源頭」的理念落實在生活日常，更
把所學放在實際運用面上，展現出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真正運
用價值。此外，學生獲得團隊合作的精神及解決問題、面對問題
的能力，是求學過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寶貴的經驗。
全程參與分享會的獎學金提供者林錫堅與曹玉芬，肯定學生的表
現，體現利用學校所學克服困難，發現問題與社會需求接軌並融
會貫通。並指出「創新」，是每一個機構團體的核心價值，唯有
不斷創新才能讓技術不斷領先，期許並祝福學生再接再厲，為自
己及慈濟大學爭取更多的榮耀。

 ◆ 2021.06.03 慈濟科技大學失智社區服務據點「瑞智憶學院」，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於5月19日停課，為讓長者保持人際互動與活化認知功
能，本日起提供每週四天每次一小時的線上課程，包含肢體伸
展、肌力提升，以及手工藝等主題活動。

 ◆ 2021.06.04 慈濟科技大學、慈濟大學分別於4、5日，舉行一○九學年度畢業
典禮，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採預錄節目及線上播出。慈濟科技大

「環農再造」團隊利

用廚餘與農業廢棄物

進行發酵處理，製作

成堆肥再利用，建立

循 環 經 濟 ， 將 永 續

農業推廣到社區、學

校。圖片／慈濟大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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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共七百六十三位畢業生，包含首屆二年制日間部長期照護科菲
律賓籍專班十八位學生；慈濟大學計六百八十四位畢業生。

 ◆ 2021.06.04 美國核桃慈濟小學舉行畢業暨結業典禮，畢業生以中英雙語演
講展現學習成果，由校長查特．柯蘭（Chet Crane）頒發畢業證
書，以及教育卓越總統獎。

 ◆ 2021.06.05 美國各地慈濟人文學校5月起陸續舉行畢結業典禮，本日美國新
澤西州北部、新澤西州中部及賓州匹茲堡慈濟人文學校，舉行聯
合線上畢業典禮，師長透過視訊傳達祝福，由家長為畢業生進行
撥穗禮。

 ◆ 2021.06.05 臺南慈濟高中暨附設幼兒園，受疫情影響停辦畢業典禮，5日改
以預錄影片方式於學校網站呈現；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高中
部、小學部暨幼兒園，分別於10、18日舉行線上畢業典禮，師長
透過視訊傳達對畢業生的祝福。

 ◆ 2021.06.06 加拿大北多倫多慈濟人文學校舉行線上畢結業典禮，師生透過
班級回顧影片、才藝表演等，呈現學習成果；12日列治文、高貴
林、溫哥華、素里、本拿比慈濟人文學校，聯合舉行線上畢業典
禮，由家長為畢業生進行撥穗禮。

 ◆ 2021.06.07 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於6月7日至8月6日，在核桃教育園區舉辦
「慈濟快樂兒童夏令營」，以孝順與勇氣、生活禮儀之美為營隊
教學主軸，安排語文、藝術、運動、科學等課程，引導學童自我
管理，以及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 2021.06.11 慈濟大學人文處舉辦「抗疫互愛⸺線上音樂會」，透過網路平
臺（YouTube）邀請教職員生、慈誠懿德會及畢業校友，以連線
方式演出歌曲，傳遞愛與祝福，逾三千人次觀看。

 ◆ 2021.06.24 慈濟大學與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Kansas State University）透過
視訊簽訂合作備忘錄，將針對管理學、長期照護、公共衛生，以
及多媒體傳播等項目交流。

 ◆ 2021.06.25 慈濟科技大學「長期照護科菲律賓籍專班」第一屆畢業生十八
人，是日與證嚴上人溫馨座談，分享學習心得及生涯規劃。此班
學生來自馬尼拉一位、奧莫克十位、保和島七位，2019年10月抵
臺灣，在慈濟公費全額助學制度下，完成兩年長照專科學習，本
月30日返菲準備回聘資料，並將再度來臺，受聘於慈濟長照推展
中心，服務六年。

 ◆ 2021.06.26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獲馬來西亞雪隆華校董事會聯合會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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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月一主題的方式，為華文學校教師安排課程教學雲端講座，
是日舉辦首場，分享慈大附中線上教學、跨科協同教學等經驗，
計四十七所華文學校，近一千五百位教師參與。

 ◆ 2021.06.28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配合教育部新冠肺炎防疫政策，延後開學時
間，自5月18日至6月25日啟動線上教學，6月19日讓住宿學生先
行返校進行防疫隔離，28日正式開學，全校學生返校上課。因應
泰國疫情趨於嚴峻，7月13至31日再次採取線上教學。

 ◆ 2021.06.29 美國核桃慈濟小學及幼兒園，以慈濟學校辦學理念、學術發展、
學生學習成果，通過美國西部院校聯盟（ACS WASC）認證。此
外，三谷慈濟人文學校通過該協會進修教育認證（SEP）。

七月
 ◆ 2021.07.01 慈濟香港分會慈少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改以線上課程方式進

行，本日於會所舉辦圓緣活動，並由親子分享參與心得。

 ◆ 2021.07.02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配合教育部新冠肺炎防疫政策，自5月19

日起停課改採線上教學，本日舉辦線上休業式。

 ◆ 2021.07.05 慈濟大學響應慈濟基金會「青年線上伴學趣」計畫，逾一百二十
位慈大學生，於7月5日至8月27日期間擔任大學伴，陪伴國小四
到六年級，以及國中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的弱勢學生。伴學計畫
採小組共學模式，由二至三位大學伴、四至六位小學伴為一組，
透過PaGamO線上教育平臺，及搭配人文類與互動類的課程安
排，提供每週一至三次的伴學課程，讓學童在暑假期間，以有趣
的學習方式，持續累積閱讀理解能力。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教師透過視訊會議，向

馬來西亞華文學校教師

分享線上教學、跨科協

同教學等經驗。圖片／

慈大附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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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慈濟大學教職員亦從不同面向提供協助，例如計畫執行的
前置作業中，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負責慈大校園的大學伴
招募活動。另由十三位師長、職工擔任計畫的面試委員，透過視
訊面談，甄選全臺優秀的大學生，參加服務計畫。然而，大學伴
在服務的過程中，或許會遇到許多的問題、挫折，為解決大學伴
的困境，教育傳播學院院長何縕琪帶領校內師長，擔任諮詢、陪
伴的角色，傳授伴讀技巧與教學諮詢。國際學院院長林光慧指導
學生製作新冠肺炎防疫課程教案，包含小學高年級、國中、高中
等不同級別的教材，提供具備知識面向及生活實際應用的防疫知
識課程等。
新冠肺炎疫情雖然暫停慈大學生暑期前往海內外，進行實體服務
的腳步，但透過網路科技，師生運用不同的方式貢獻各自的專
業，讓服務學習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陪伴更多地區的學童。
另一方面，大學生也在安排課程的過程中，學習課室經營、教案
設計以及領導能力，成為能夠「帶著走」的技能。

 ◆ 2021.07.05 加拿大北多倫多慈濟人文學校於7月5至30日，舉辦暑期線上夏
令營，課程包含中文學習、音樂、繪畫、靜思語教學、環保DIY

等，共三十七位學員參與。

 ◆ 2021.07.08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舉辦敬師節活動，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改於
各班教室進行，學生循古禮向師長獻上自製的花燭盤，師長則為
學生綁上象徵祝福的白棉線。

 ◆ 2021.07.09 臺南慈濟高中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措施，9至21日出借場地
作為大型疫苗接種站，六場次共八千四百五十四人接種，學校
中央廚房則提供醫護人員、市政府工作人員及慈濟志工，逾
一千六百個素食餐盒。

 ◆ 2021.07.12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與南京中醫藥大學合作，12至21日以線

臺南慈濟高中作為新冠肺

炎疫苗接種站，於觀察衛

教區同步播放學校的人文

影片及推素宣導短片，希

望民眾可以認識學校特色

並加入茹素行列。攝影／

劉家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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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程方式，舉辦「針道金陵，一脈傳承」⸺大學生針灸推
拿文化傳承訓練營、中藥傳承與創新青年學生交流論壇，內容
包含傷科療法、中西醫合療、中藥炮製技術等，逾一百五十人
連線參與。

 ◆ 2021.07.13 慈濟大學醫學系、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師生及慈濟大學附屬高級
中學教師一行約二十人，支援花蓮慈濟醫院於13、14日，在花蓮
高工、北埔國小的新冠肺炎疫苗施打作業。

 ◆ 2021.07.15 慈濟科技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以多元的服務學習方式，鼓
勵五專部護理科原住民專班學生，於暑期進行族語學習、族服穿
戴教學、原鄉文化紀錄等活動，其中二十四位學生就近關懷原鄉
部落，並以族語向長者衛教宣導，本日為學習時數完成截止日。

 ◆ 2021.07.16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校長殷文仙及師生視訊連線，與證嚴上人溫馨
座談，分享校園概況、防疫工作、華語及靜思語教學等主題，另
有十五位畢業校友分享心得，其中十位在校內擔任教職員。

 ◆ 2021.07.20 馬來西亞檳城、峇六拜、新山、北海、高淵、吉打慈濟幼兒園，
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政策，自6月14日起實施居家線上學習，
本日舉辦聯合線上親子運動會，透過網路直播帶動親子進行健康
操、趣味競賽等活動。

 ◆ 2021.07.21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師生以「可承載溶液之藥劑混合針具」，於
第十六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獲得創新創意組冠軍。

 ◆ 2021.07.24 慈濟大學華語中心與美國加州庫菩提諾慈濟人文學校、慈濟日本
分會中文班、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合作，舉辦為期二日的線上華語
教學工作坊，課程包括線上華語教學平臺介紹，以及應用工具實
作，共八位華語教師參加。

八月
 ◆ 2021.08.02 慈濟科技大學與馬來西亞亞洲醫藥及科技大學（AIMST），透

過視訊會議，簽署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內容包含師生學術文
化交流、辦理學術研討會、交換學生計畫、相關學術資訊與刊
物交換等。

 ◆ 2021.08.03 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於3至7日，舉辦慈濟小學暨幼兒園教師培育
課程，透過線上課程分享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學生情緒管理、品
格教育等主題，全美五所學校計五十七位教職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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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06 慈濟大學華語中心與美國德州休士頓慈濟人文學校合作，於8至
12月展開線上華語課程教學方案，兩校華語教師將共同任教五個
班級，本日透過視訊會議進行開學前師資培訓，交流華語教學經
驗。該計畫由僑務委員會提供經費支持。

 ◆ 2021.08.09 美國核桃慈濟小學遵循政府新冠肺炎防疫規範，恢復校園實體課
程，是日舉辦開學典禮，幼兒園及小學逾八十位學童返校上課。

 ◆ 2021.08.09 臺南慈濟高中附設幼兒園是日舉行一一○學年度開學典禮，本學
年由一個班級擴增為三班，計五十九名新生；小學部於19、20日
舉辦新生暨轉學生生活體驗營，並為家長安排線上親職講座。

 ◆ 2021.08.12 慈濟科技大學與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簽署人才培育合作意向書，
透過產學合作，由玉里醫院提供五專部護理科五十位公費生名
額，招收原住民、新住民子女，學生就讀期間免學雜費，每月並
給予零用金，畢業後即可進入玉里醫院服務。

 ◆ 2021.08.19 慈濟大學主辦第二十五屆細菌學研討會，19、20日以視訊會議方
式進行，規劃應用微生物、微生物生態、醫學微生物、植物微生
物、新星短講等主題，共十八位學者分享研究成果，另以影片介
紹與投票方式進行海報論文競賽。

 ◆ 2021.08.23 慈濟大學實驗動物中心舉行「七月吉祥感恩祈福會」，透過線上
直播介紹吉祥月的由來，並引領師生為科學及醫療研究犧牲的小
動物們祈福，近百人連線參與。

 ◆ 2021.08.23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為提升教職員專業能力，自7月26日至8月
20日，陸續開設七場線上專業知能研習課程。是日舉辦連續三日
的合心共識營，包含一○八新課綱、線上教學經驗、慈濟人文課
程內涵等主題，約一百五十人參與。

 ◆ 2021.08.26 慈濟大學承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一一○年正確使用
鎮靜安眠藥教育計畫，巡迴全臺計劃舉辦一百二十六場衛教宣

慈 濟 科 技 大 學 校 長 羅 文 瑞

（右三）、衛生福利部玉里

醫院院長王作仁（右四），

簽署合作意向書，共同培育

護理人才。圖片／慈濟科技

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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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活動，是日前往雲林縣水林鄉紅蘋果日照中心，關懷長者用
藥安全。

 ◆ 2021.08.30 慈濟科技大學與華人泌乳顧問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透過產學合
作培訓泌乳顧問，提升母乳哺育率，建置更親善的哺育環境。

九月
 ◆ 2021.09.04 慈濟大學醫學系於靜思精舍舉行第二十四屆實習醫學生授袍典

禮，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措施，邀請家長以線上直播觀禮，由證嚴
上人授予聽診器，共四十九人將進入醫院實習。

 ◆ 2021.09.07 慈濟科技大學舉辦一一○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課程，包含五專、
二技、四技、研究所，及首招的四技部護理系新住民子女專班、
護理系碩士班，共七百四十六名新生報到。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措
施，新生家長座談會改以線上視訊進行。此外，13日開學後將全
面採取遠距教學，至10月4日恢復實體授課。

 ◆ 2021.09.09 慈濟科技大學招收臺灣觀光學院各學制轉學生共一百二十三名，
其學雜費、課程規劃等比照原校標準，實作課程則商借東華大學
美崙校區專業教室，聘請原校授課教師，由教育部補助師資鐘點
費。是日舉辦學生入學輔導研習課程。

 ◆ 2021.09.09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於9至12日舉行模擬手術課程，本日啟
用八位無語良師，共十六位醫學生、五十位慈濟醫院醫師，及
二十一位花蓮縣消防局高級救護技術員進行學習；13日舉行送
靈、感恩追思暨入龕典禮。

 ◆ 2021.09.09 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詹志宏等人，參訪慈濟大學，進行交流
座談會，關懷陸生在臺就學與生活情形。

 ◆ 2021.09.22 臺南慈濟高中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規劃輝瑞新冠肺炎疫苗
（BNT）接種作業，是日由醫護人員為近一千位國、高中生施打
疫苗，市長黃偉哲亦蒞校關心學生接種狀況。

臺南慈濟高中學生由醫護

人員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師長隨時注意學生身體狀

況，並從旁給予關懷。攝

影／郭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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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9.25 慈濟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舉行一一○學年度無語良師啟用典禮，
醫學系、學士後中醫學系學生，於課前透過視訊家訪，了解十二
位大體老師生前行誼。

 ◆ 2021.09.27 新冠肺炎疫情於2020年蔓延全球，限制了人們行動範圍，各級學
校的國際交流活動也被迫暫停。然而在科技的協助下，慈濟大
學附屬高級中學、臺南慈濟高中，導入國際數位教學活動，讓學
生的交流不受疫情阻隔，透過網路遨遊世界。師生們提早於暑假
進行籌備及語言訓練，9月27至29日二校分別與印尼慈濟學校合
作，舉辦線上交流活動，三校中學部師生透過視訊，以英語互相
分享校園生活、當地飲食及文化，增進國際視野。
為期三日的交流課程中，慈大附中國中部雙語班學生，透過雲端
與印尼慈濟學校中學部學生，分享一日校園生活、語言交換、在
地飲食介紹、花蓮風土民情與特色景點等，讓雙方學生了解不同
國家的慈濟學校，其中的相似性及獨特性，透過分享一覽彼此校
園特色與生活。
另外，臺南慈中希望每位學生都能參與國際交流活動，規劃9月
為印尼文化月，結合世界關懷行、生命教育等課程，以及圖書館
主題書展策展布置等，讓學生在國際交流前，先培養文化理解能
力，也透過美食、書展讓學生體驗、學習印尼文化。在視訊交流
的課堂中，學生以英語進行簡單的自我介紹，乃至於小組合作主
題報告，分享一日臺南慈中生活、臺南歷史古蹟與美食等內容。
三校學生克服困難，跨出舒適圈，以英語進行三天的課程交流，
勇敢接受挑戰與展現自我，並建立國際情誼，拓展全球視野。在
國際交流互動中提升學習動機，在溝通中發現所學的不足，引發
往後更精進學習的心與運用寬廣、多元的視野看待世界。

 ◆ 2021.09.27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與美國緬因州中央中學（Maine Central 

Institute），6月簽署雙聯文憑課程合作備忘錄，8月起展開首屆雙

臺南慈濟高中國中部學

生，於交流課程中準備當

地名產給印尼同學「視

吃」，並透過視訊與印尼

同學線上合影。圖片／臺

南慈濟高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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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學位申請與面試作業，共十七位學生錄取，是日舉辦線上始業
式，兩校校長與師生進行相見歡。

 ◆ 2021.09.28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規劃輝瑞新冠肺炎
疫苗（BNT）接種作業，是日由花蓮慈濟醫院醫療團隊，為近
一千二百位國、高中生施打疫苗，縣長徐榛蔚、衛生局局長朱家
祥、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蒞校關心學生接種狀況。

十月
 ◆ 2021.10.01 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慈濟青年社，以「疫起同心，創造奇

蹟」為主題，首度於花蓮靜思堂合辦期初茶會，透過闖關活動凝
聚團隊精神。

 ◆ 2021.10.02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致力環境教育，榮獲行政院環保署「第八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地方初審學校組特優殊榮，本日於花蓮縣壽
豐鄉文康中心演藝廳舉行頒獎典禮，由中學部、小學部學務主任
洪振斌、蘇秋碧代表受獎。

 ◆ 2021.10.04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於4至7日，舉行臺灣頭頸部腫瘤、脊椎微
創內視鏡、骨科創傷醫學會聯合課程，啟用八位無語良師，展開
各項術式學習；8日舉行送靈、感恩追思暨入龕典禮。

 ◆ 2021.10.05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與馬來西亞吉蘭丹中華獨立中學，為拓展
學生之國際視野，提升國際觀，透過僑務委員會「國際數位學
伴計畫」，媒合成為國際數位學伴。10月5日以「雲端中相會」
為主題，展開首次線上交流課程，並陸續舉辦「開箱不一樣的
你」、「校園奇遇記」與「世界地球村」等學習活動。
吉蘭丹中華獨立中學校長林敏萍則把這次的國際數位學伴交流，
形容為「量子糾纏效應」的見證，林校長在十多年前曾於慈濟大
學教育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與慈大附中輔導室主任徐振家及國
際教育處主任廖逸貞為同班同學，此次三人共同促成這個數位學
伴活動，也宛如在雲端開同學會。另外，林校長認識慈大附中李
玲惠校長逾二十年，也因此在僑委會媒合時的第一選擇，就是慈
大附中。　
慈大附中為營造國際化的校園氛圍，於本學期開始推動「一班一
國」，由導師在班會課帶領班級同學共同討論教室佈置主題國
家，國際教育處亦針對各班所選定的國家，辦理相關主題活動，
例如視訊交流、專題講座、影片欣賞等，增進師生對世界各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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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理解與尊重。
第三次交流課程結束後，兩校同學互相寄贈國家地方特色食品與
手工藝品，於11月16日進行第四次線上交流時進行拆箱，兩校除
了交流共學，更讓這份跨越國家的情誼發揮良善利他行動。吉蘭
丹中華獨立中學的學生會將慈大附中同學的畫作分享給馬來西亞
當地兒童醫院的病童，而慈大附中同學也會將吉蘭丹中華獨立中
學學生的畫作，於耶誕節期間帶至兒童急重症病房，讓兩校同學
因善而連結的情誼，跨越國家彼此相連。

 ◆ 2021.10.08 慈濟大學醫學科學研究所與花蓮慈濟醫院、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
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合作，首度於校內開設「高等生醫資訊技術
與分析技巧研習」課程，逾三十位醫護人員及學生修習。此為
2020年5月慈濟與國家實驗研究院簽署合作備忘錄中，結合學術
研究與醫療的合作項目。

 ◆ 2021.10.15 慈濟科技大學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規劃輝瑞疫苗（BNT）接種作
業，是日由花蓮慈濟醫院醫療團隊，為五專部護理科一至三年
級，共七百八十六名學生施打疫苗。

 ◆ 2021.10.15 臺南慈濟高中與光華高中、慈幼工商合作，舉辦社區高級中等學
校專業群科參訪活動，國中部二年級學生前往兩所學校，依個人
興趣分組參訪及實作，認識家政、設計、餐旅、動力機械等職業
類群。

 ◆ 2021.10.16 臺南慈濟高中小學部六年級親師生逾一百三十人，前往漁光島的
月牙灣淨灘，並向遊客宣導減塑、垃圾不落地等環保行動，共清
出八十一公斤廢棄物，十二公斤可回收物。

 ◆ 2021.10.16 慈濟大學舉辦「『友』你相伴慈大•重聚心靈故鄉」活動，邀請
第一屆畢業校友等約三十人，從全臺各地返回花蓮靜思精舍，與
證嚴上人及師長、慈誠懿德會志工溫馨座談。

慈大附中學生與馬來西亞

吉蘭丹中華獨立中學，結

為國際數位學伴，透過雲

端交流，增進兩校學生的

國際觀。攝影／黃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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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0.16 慈濟科技大學學生以「萬蕊心蓮針具」，參與第五屆全國慈悲科

技創新競賽，榮獲大專院校組第二名、崧騰企業特別獎。該發明
是將粉劑藥物與稀釋溶液，預載於無針頭式針筒及針心，採分隔
式包裝，避免藥物在保存、運送過程中變質及破損。

 ◆ 2021.10.23 慈濟大學登山社與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志工團體合作，在花
蓮縣壽豐鄉月眉村舉辦淨山活動，以吊掛垂降及徒手撿拾方式，
於山溝、山壁及邊坡，清理逾三公噸廢棄物。 

 ◆ 2021.10.27 慈濟大學與協力志業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該公司主要生產食
品、清潔用品及化妝品等，合作內容包括產學合作、技術服務、
專家會議、資源分享、人才交流及培育。

 ◆ 2021.10.29 臺南慈濟高中小學部獲選教育部一一○年友善校園獎卓越學校，
是日於中央大學大禮堂接受表揚。
 

十一月
 ◆ 2021.11.02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與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2020年起暫停實體校際交流活動。是日舉辦首場英語線上交
流課程，兩校高中部學生以英文互相分享校園環境、生活及當地
文化。

 ◆ 2021.11.03 臺南慈濟高中積極推動環境教育，由小學部學務處主任顏秀雯、
吳慧芳老師撰寫計畫，於2018年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遴選為水土保持酷學校，連續三年均獲得水保局補助，用心
推動水保課程教學。期間，校內教師賴瑋真、鍾佳玲及莊愷意利
用課餘時間，設計豐富多元有創意的課程，增進孩子水保知能與
遠離土石流的知識，生動有趣，令孩子印象深刻。在優異表現之
下，今年更獲選2021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11月3日
由校長姚智化代表受證。

臺南慈濟高中校長姚智

化（右），從水土保持

局主秘陳重光（左）手

中，接下水土保持酷學

校推廣示範基地的名銜

牌。圖片／臺南慈濟高

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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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水土保持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希望
在校園建置環境教育及防災教育基地，成為學生學習的最佳場
域進而推廣至鄰近學校。將校園教室規劃成「環遊室」、「防災
Follow Me」、「淨寶遊樂園」、「永續妙妙屋」四大空間，實境
體驗「水土保持」、「地球發燒了」、「防災防震」、「海洋減
塑」、「低碳素食」、「循環經濟」六大主題。12月4日正式啟
用，讓學子們從AR體驗、互動遊戲與行動學習，將環保意識落
實日常生活中，常存對大地的疼惜之心，減緩地球暖化的危機。

 ◆ 2021.11.06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雙語班學生，以「追夢女孩D r e a m 

Chaser」為題，於慈濟大學舉辦聯合成果展演，由小學、國中及
高中部學生，以讀者劇場、歌唱及音樂劇等表演方式呈現。

 ◆ 2021.11.08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於8至11日，舉行臺灣脊椎、整形、顯微
重建外科醫學會聯合課程，啟用包含靜思精舍常住德慈師父等八
位無語良師，展開各項術式學習；12日舉行送靈、感恩追思暨入
龕典禮。

 ◆ 2021.11.08 馬來西亞檳城、峇六拜、新山、北海、高淵、吉打慈濟幼兒園，
自6月14日起實施居家線上學習。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政策，
11月8日恢復實體課程。

 ◆ 2021.11.10 慈濟科技大學榮獲行政院環保署「第三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銅級
獎，是日於頒獎典禮中接受表揚。

 ◆ 2021.11.12 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與花蓮慈濟醫院合作，於慈濟臺北東
區聯絡處，舉辦第三屆「攜手慈濟．產學雙運：研發成果發表
暨專利媒合會」，共展出二十五項研發成果。同日，慈濟學校
財團法人、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大學，舉行學術研發合作
簽約儀式。

 ◆ 2021.11.17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舉行「第十四屆TCSA臺灣企業永續
獎」頒獎典禮，慈濟大學獲頒永續綜合績效類之臺灣永續典範大

臺南慈濟高中建置水土保

持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12

月4日啟用，由學生向貴賓

講解教具使用方法，推廣

水土保持與環境教育。攝

影／陳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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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獎，及永續報告獎之大學組銀獎。

 ◆ 2021.11.17 慈濟科技大學與國立國父紀念館合作，舉辦2021年「天下為公與
大愛思想的踐行」學術研討會，共發表十六篇論文，範圍涵蓋孫
學、慈濟學、非營利組織，以及大學社會責任等主題。

 ◆ 2021.11.18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小學部與新加坡菩提國小，進行為期兩天
的線上交流活動，透過影像介紹校園環境、在地特色景點，以及
生活環保藝術。

 ◆ 2021.11.19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舉辦「慈中蔬醒日⸺1119珍愛九九」活
動，幼兒園、國小、中學部親師生，透過共同料理蔬食等多元活
動，了解茹素對健康及環境的益處。

 ◆ 2021.11.20 慈濟科技大學創校三十二周年，於11月8至23日陸續舉辦學術講
座等系列活動，20日舉行校慶開幕典禮，包含表揚優良教師與員
工、運動會及社團成果展演等活動。另由慈濟科技大學健康科技
管理學院、慈濟大學醫學院、中央大學生醫理工學院，簽訂學術
交流合作備忘錄。

 ◆ 2021.11.24 慈濟大學舉辦二十七周年校慶運動會，教職員生與慈誠懿德會進
行多項體能及趣味競賽，另有慈青社舉辦造血幹細胞捐贈驗血活
動，共一百三十七人參與建檔。

 ◆ 2021.11.25 慈濟大學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成立銀髮健身俱樂部，
是日舉行開幕儀式，該空間設置多種長者專用運動設備，由專業
運動師資帶領活動，並結合花蓮慈濟醫院運動醫學中心肌力檢
測，提供長者運動期間安全性、有效性等評估服務。

 ◆ 2021.11.26 慈濟大學舉辦第二屆「創客＋了沒」提案競賽，首次開放校外學
生參賽，邀請業師從十九組團隊評選六組優選，提供創業基金補
助及法律、會計等資源，協助學生團隊設立公司且實際營運；另
選出七組「創業培植團隊」，由學校輔導參加教育部大專院校創
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

 ◆ 2021.11.27 慈濟大學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副教授林明德，長期投入昆蟲
生殖系統研究，本次以「Mother's Love」為作品名，榮獲元利儀
器舉辦的「2021 Taiwan顯微攝影競賽」之銀牌獎。該照片是透過
共軛焦顯微鏡，觀察刺桐釉小蜂雌性生殖系統完整結構。

 ◆ 2021.11.28 志玄文教基金會嘉義終身學習教育中心，參與嘉義市政府舉辦的
「以城為家．幸福在嘉」移民節活動，透過手作柚子花等環保闖
關活動攤位，傳遞珍惜資源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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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 2021.12.03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舉辦第十八屆畢業成果展，以「遷徙島Puzzle 

Island」為主題，3至5日、8至10日分別在臺北松山文創園區、慈
濟大學展出三十六件作品，題材包含原住民文化、社會觀察，以
及花蓮在地特色等。
展覽名稱源於畢業生或從海外或從臺灣各地「遷徙」至花蓮求
學，且應屆畢業生多出生於2000年千禧年，故以諧音取名「遷
徙」；「島」則是希望進入展間能帶給觀眾踏入未知、新奇島嶼
的感受，而英文名稱「Puzzle Island」，是因為每個人都如同一
塊獨特的拼圖，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創作者組成一座大島嶼，期望
透過展覽突破疫情帶給人們互動的限制，透過作品進行思想上的
連結與交流，走入每個人的世界。 

此次展覽一共展出三十六件作品，由六十六位同學共同努力完
成，其中更有二十位的同學為外籍學生。展覽由四大展區組成，
分別為新媒體行銷、影像紀錄、圖文創作、專題報導四個區域，
各展區涉及主題甚是廣泛。其中紀錄片《HOME？家》為來自澳
洲的林同學所拍攝，由於此次參展的同學，部分來自海外，因緣
來到花蓮求學，而原本想回澳洲拍攝的林同學，因為遇上疫情不
得返鄉回國，於是林同學便順勢留在臺灣，藉由作品《HOME？
家》訪問其他南非、德國、美國等地來臺求學的朋友，探討外籍
學生對臺灣和對家鄉的別樣感觸與情緒。
新媒體行銷展區的《Zero garbage life》，關注近年來十分注重的
環保議題，透過網路邀約二十歲以上的大學生挑戰一週不製造垃
圾，並做為學術研究送審研究倫理委員會；圖文創作《走馬看
花》以特殊視角觀察花蓮市舊式建築，包含不協調的建築配色、
五花八門的招牌、選舉布條、外露的冷氣機等，也許未來都市
更新後這些建築都將不復存在，但都會永遠的被保留在這本插畫
裡；專題報導《矮樹成蔭》以「慈恩藝術村」為主軸，深入瞭解
這個由廢棄幼兒園轉型的藝術村計畫，期望藝術村能使其他國際
藝術家進駐花蓮，彼此交流思想與人文，讓藝術能植入每個人的
心中。
同學們發揮創意結合所學及自身興趣，將花蓮在地的美藉由展覽
向外推廣，同時也透過作品傳達，因疫情影響而轉變的社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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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態，表達了對花蓮土地的連結與關懷。前後兩個城市、共為期六
天的展覽，從設計、策展到布展，從作品到展覽，全由同學一手
包辦，面對疫情的影響，同學也從中做了許多的嘗試與突破，最
終圓滿完成「遷徙島」展覽，吸引逾一千人參觀，同學們展現的
專業能力與對產業的熱情，強化了步入社會的競爭力。

 ◆ 2021.12.03 臺南慈濟高中創校十四周年，於3、4日舉辦系列慶祝活動，包含
運動會、社團展演與音樂會，以及減塑環保園遊會。4日小學部
舉行水土保持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啟用揭牌儀式，透過互動式展
館向周圍學校與社區民眾宣導環境教育。

 ◆ 2021.12.04 馬來西亞新山、峇六拜、北海、高淵、檳城、吉打等六所慈濟幼
兒園，自4日起陸續舉辦線上畢業典禮。由六所幼兒園學童聯合
演出的父母恩重難報經手語演繹，11日於線上播出。

 ◆ 2021.12.06 慈濟科技大學設置國家考試花蓮考區電腦化測驗試場，獲考試院
考選部認證通過，是日舉行揭牌儀式。該試場具備三百八十席應
試座位，將提供醫事人員、心理師類科等國家考試使用。

 ◆ 2021.12.08 慈濟大學USR教學研究中心與花蓮縣政府、花蓮高級農業職業
學校合作，共同推動「智慧農業向下紮根計畫」，於宜昌國小
建置智慧農業示範基地，是日舉行成果發表會，展示水耕智慧
農業設備。

 ◆ 2021.12.08 臺南市政府環保局舉辦一一○年績優環保志義工及環境教育單位
表揚典禮，臺南慈濟高中獲頒學校組優等獎。

 ◆ 2021.12.09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於9至12日舉行模擬手術課程，本日啟用
八位無語良師，計十八位醫學生，五十六位慈濟醫院醫師參與學
習，其中二位醫學生來自波蘭波滋南醫學大學、匈牙利德布勒森
大學；13日舉行送靈、感恩追思暨入龕典禮。

 ◆ 2021.12.11 慈濟科技大學與東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合作，於11、12日在於花
蓮市舊鐵道行人徒步區，舉辦「蔬活人生」市集暨微型創業補助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學生於

畢業成果展中，展現課堂

所學知識與實務運作所得

的作品，將其意涵傳達予

與會貴賓。圖片／慈濟大

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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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展，活動包含蔬食市集、輕食蔬食餐DIY體驗活動，讓
民眾更了解蔬食好處。

 ◆ 2021.12.13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天文社與花蓮縣天文協會合作，13、14日
於花蓮縣光復鄉大農大富平地森林遊客中心，舉辦「2021雙子座
流星雨觀測活動」，提供四臺天文望遠鏡予民眾體驗。

 ◆ 2021.12.14 臺南慈濟高中於14、15日舉辦均質化學術試探活動，各科教師共
規劃十一項體驗課程，邀請中山、新興、安平、海佃、大成、南
寧等六所國中學生參與。

 ◆ 2021.12.18 慈濟科技大學外籍學生前往宜蘭南方澳漁港，參加慈濟基金會與
天主教臺灣明愛會臺北總教區關懷外勞牧靈辦公室合辦的關懷漁
工活動，協助翻譯及帶動耶誕歌曲。

 ◆ 2021.12.19 慈濟大學華語中心於10月31日、11月21日及12月19日，舉辦三場
線上華語教學工作坊，包含漢語拼音教學、兒童華語教學、語法
學等內容，共十三位來自美國、越南等地學員連線參與。

 ◆ 2021.12.20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配合教育部新冠肺炎防疫政策，結束線上教
學改採實體課程，19日讓住宿學生先行返校進行為期二週防疫隔
離，20日小學、中學部學生共九百三十七人返校上課，並接受快
篩檢驗。

 ◆ 2021.12.21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舉辦「感飢12、送愛國際」活動，師生進
行一日飢餓體驗，透過課程引導國際議題討論與學習惜福愛物精
神。活動除慈大附中師生、慈誠懿德會及家長會參加，亦與大愛
感恩科技公司、泰國清邁慈濟學校、花蓮光復商工學校等單位連
線，共三千四百二十人響應，募得款項捐助國際賑災。

 ◆ 2021.12.22 臺南慈濟高中小學部教師帶領學生以「消耗與廢棄物」、「永續
食物」為主題，展開環保公民行動，獲頒2021年「臺美生態學校
夥伴計畫」的銀牌認證。

參 與 「 感 飢12、 送 愛 國

際」活動的學生，在飢餓

的感覺中體悟應該珍惜當

下所擁有的幸福，也誠心

祈禱災疫平息。圖片／慈

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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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 2021.01.01 大愛電視臺以環保行動慶祝開播二十三周年，除號召職工在輔

仁大學商圈宣導減塑，及前往慈濟環保教育站進行資源分類
外，另與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慈青社、慈濟國際青年會（TIYA）
合辦「地球是我家」淨灘活動，於新北市淡水區沙崙海灘清除
廢棄物。

 ◆ 2021.01.02 中國大陸湖南省長沙市慈濟志工前往江西省蓮花縣坊樓鎮屋場
村，進行入戶訪視、環保酵素推廣等。

 ◆ 2021.01.08 靜思人文8至11日參與「第十三屆臺北國際素食展」，透過有機
茶、五穀粉、藥膳薑泥等淨斯產品，推廣蔬食與友善環境理念。

 ◆ 2021.01.08 新北市能仁家商師生近二百人，於慈濟新店靜思堂進行生命教
育課程。慈濟志工安排「心靈交流」、「綜觀慈濟」、「化腐
朽為神奇」等主題式教學，啟發學子關懷生命、落實環保等正
向觀念。

 ◆ 2021.01.09 新北市泰山區慈濟志工於黎明慈濟環保教育站舉辦「歲末感恩
茶會」，共一百五十二人參加。黎明慈濟環保教育站，係由慈
濟志工陳昆生提供自家古厝，於2007年7月8日正式啟用，2020

年1月中旬遇火燬損；志工於原址搭建臨時帳棚，持續進行回收
分類工作。

 ◆ 2021.01.09 大愛電視臺製播的《熱青年》，獲頒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主
辦的第二十屆國人自製兒童及少年優質節目五星獎「兒少社會參
與獎」。

 ◆ 2021.01.09 慈濟美國橙縣、托倫斯、喜瑞都聯絡處合作推廣慈濟志業理念，
本日於線上舉辦「人間有愛分享會」，向社區會眾介紹「竹筒歲
月」精神暨全球援助足跡，並宣導健康素食觀念，另開放大眾提
問，共一百一十六人上線參與。

 ◆ 2021.01.09 中國大陸福建省漳州市紫泥鎮安山村一名與母親同住的康姓男
子，2019年因工作意外導致右小腿骨折，不良於行，傷後不僅經
濟陷入困境，也無力顧及居家環境清潔。慈濟志工於10月接獲提
報後立即展開關懷行動，因案家住屋簡陋，且無浴廁，評估後協
助為其清掃，並進行電線配置、日光燈安裝、室內降溫等修繕作
業，及衛浴空間建設、廚房整修等改建工程，以乾淨完善的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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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提升案主生活品質，幫助身心休養，以利傷口復原。
慈濟志工在陪伴關懷康家母子的過程中，也分享慈濟友善天地、
經濟循環再生得以助人的環保理念，帶動他們付出回饋的心念，
進而參與資源回收分類工作。2020年8月6日，志工更在村幹部的
認同下於康宅舉辦環保宣導活動，透過垃圾危機短片、資源分類
口訣等環保觀念的分享，提升村民生態維護意識；並於9月1日進
行首次環保活動，邀請村民加入回收行列。

通過環保點的設立，讓案主透過為社會的付出提升自信；志工並
持續以每月的到府關懷，一起加入環保宣導與回收，陪伴他們拜
訪左鄰右舍，說明減塑、減廢等降低地球污染的重要，鼓勵大家
用具體行動疼惜大地有限資源。
為答謝鄉親的支持，慈濟志工於2021年1月9日在村委會舉辦環保
感恩茶會，同時與村民共同回顧慈濟一年來在漳州進行的慈善行
動。而一向靦腆的案主，更主動要求上臺分享；他將慈濟志工贈
予他的環保背心，傳遞給在座的村民觸摸，告訴他們「這件衣服
是礦泉水瓶做的！」呼籲眾人參與環保回收，愛護環境，也幫助
需要協助的人，並述說這段期間受助的感動。與會者紛紛為他的
轉變動容，而發心支持。慈濟志工「拔苦予樂」的精神不僅協助

福建省漳州市慈濟志工關

懷紫泥鎮安山村一戶康姓

家庭，並鼓勵他們參與資

源回收工作。志工陪伴康

母穿梭鄰里，逐戶宣講環

保理念，並回收資源。攝

影／陳建華

福建省漳州市紫泥鎮安山

村康姓照顧戶（左），在

慈濟志工的協助下，於自

宅成立環保點；雖然其腳

傷行動不便，仍積極投入

資源回收，整理寶特瓶。

攝影／蘇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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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家身心靈的復原康健，更通過鄰里間的互動，讓村民共同投入
環保行列。

 ◆ 2021.01.10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推廣「111世界蔬醒日」，於英雄廣場購
物中心舉辦素食宣導活動，並邀請佛教、興都教、沙迪亞賽峇峇
中心（Sri Sathya Sai Baba）等宗教團體代表齊聚，分享茹素益處。

 ◆ 2021.01.10 馬來西亞馬六甲晉巷慈濟志工向照顧戶推廣素食，於2020年12

月27日、2021年1月10日分別邀請印裔及華裔照顧戶，在Paya 

Datuk、Pengkalan等社區與武吉晉巷慈濟環保站，分享素菜料理
技巧、茹素護生理念。

 ◆ 2021.01.10 桃園市八德區慈濟環保志工歲末聯誼會，因新冠肺炎疫情，取消
圍爐，改由志工於本日前往各環保據點致送祝福禮，感恩眾人對
資源回收工作的付出。

 ◆ 2021.01.11 菲律賓奧莫克慈濟志工與慈青合作烹煮蔬菜湯，前往奧莫克大愛
村分送，邀請居民響應「111世界蔬醒日」。

 ◆ 2021.01.11 馬來西亞霹靂州和豐（Sungai Siput）慈濟志工推廣「111世界蔬
醒日」，於竹芭新村提供素餐予家境困頓者，並帶動他們自備飯
盒盛裝，落實環境保護，計送出一百一十份。

 ◆ 2021.01.16 高雄慈濟靜思鼓隊為推廣蔬食與環保，帶動更多年輕人為社會付
出、重新定位人生價值，本日於高雄靜思堂主辦首場「講經當
代」歲末祈福感恩音樂會，近千名觀眾參加。節目分成「青春•
舞動」、「彩繪•人生」、「愛•無限大」，及「更好的你，從
現在開始」四個篇章；有別一般莊嚴肅穆的祈福氛圍，現場除了
鼓隊演繹，亦結合同為青年成員的克拉席克管絃樂團，及無伴奏
合唱人聲樂團（Fantasia）的演出，以輕鬆愉快，且充滿活力的
音樂饗宴形式進行。
活動總籌蔡雅純表示，全球暖化愈發嚴重，素食不再只是宗教理
念的實踐，除了尊重生命的呼籲，更涵蓋敬天愛地、環境保護的
意義。為吸引青年了解訴求，主辦方揚棄教條式的宣導，將「非
素不可」的嚴肅議題，透過樂音，使聽眾欣賞之餘進而省思與認
同，願意在未來的人生實踐素食。節目也邀請在高雄極具人氣的
「植福餅」全素食紅豆餅老闆千千，分享推廣素食的過程與信
念，同時鼓勵青年經由改變飲食，加入守護地球的行列。
主辦方並在音樂會後，與來賓結緣素食餐盒，邀請體驗蔬食風
味；為對應環保理念，餐盒是能重複使用的容器，以此呼籲「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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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行動。而餐檯上花藝布置的創意作品，也是由塑膠袋、水果
套等廢棄物製成；會場陳設運用的素材，多為重複利用的原件或
回收物資，以實作展示，讓觀眾了解愛護環境並非口號，只要發
揮巧思，也能將被丟棄的舊物，「化無用為大用」。結緣品中，
還有一條靜思鼓隊成員協力製作的手帕，期許人人隨身攜帶，減
少衛生紙用量，也為大地留下美好環境。
高雄靜思鼓隊於2018年成立「輕發孝」網路專頁，透過社群平臺
匯聚年輕人，進行共修讀書會，及發起淨灘、素食推廣、募心賑
災等公益活動；2020年3月14日起，成員更發心每週前往慈濟鳳
山聯絡處環保教育站，協助資源回收分類。此場「講經當代」歲
末祈福感恩音樂會的活動宗旨，也是期待能影響更多年輕人扭轉
生活態度，關心人與土地的連結。

 ◆ 2021.01.17 慈濟高雄分會舉辦「感恩迎新暨慈誠委員聯誼茶會」，活動以團
隊遊戲競賽方式歡樂互動，並分享培訓心得，共六十五人參加。

 ◆ 2021.01.17 中國大陸福建省龍岩市連城縣2015年7月暴雨成災，並沖毀該縣
唯一的一所幼兒園，慈濟基金會為此展開援建等賑災計畫，自此
開啟在當地訪視關懷、寒冬送暖等慈善行動的因緣；2020年初，

高雄靜思堂「講經當

代」歲末祈福感恩音

樂會現場，主持人邀

請頗具人氣的「植福

餅」全素食紅豆餅老

闆千千（左），分享

推動素食點心的故事

歷程。攝影／林志哲

高雄靜思鼓隊氣勢磅

礡的鼓聲，結合克拉

席克管絃樂團奏出的

旋律，揭開「講經當

代」歲末祈福感恩音

樂會的序幕。攝影／

林志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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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與縣府合作進行鄉村振興方案，且在當年7月，於四堡鎮臘
坑村舉辦為期二十一天的慈濟「暑期快樂生活營」，培養中華文
化倫理道德與良好生活習慣，並帶動村民重視暨參與環境保護。
慈濟志工為持續陪伴臘坑村鄉親，與連城縣政府合作規劃成立
「大愛鄉村美好生活館」（以下簡稱：生活館），以此為平
臺，推動鄉村振興。例如，關懷孤老困難鄉親，啟發助人善
念；向村民宣導環境保護觀念，拾撿、收集可回收物資，進行
資源分類等。
許多鄉民透過志工安排的慈善、人文及環保等各式活動，對志工
的真誠付出漸受感動，而萌生跟隨志工腳步行善的心念；學童也
在潛移默化下學會包容、謙遜，減少與同儕間的衝突。
2021年1月17日，大愛鄉村美好生活館正式啟用，連城縣副縣長
羅麗琴等地方政要共同參與揭幕儀式。副縣長期望生活館提供
的舒適人文空間，能帶動四堡鎮鄉村振興與文明發展；而志工
也期許以「淨心」、「利他」的精神，用「愛」培育，讓鄉村
生活更幸福美好，宜居宜業。

中國大陸慈濟首間大

愛鄉村美好生活館，

在當地政要、嘉賓及

慈濟志工的祝福中，

於福建省龍岩市連城

縣臘坑村正式揭牌啟

用。攝影／沈博宇

福建省慈濟志工關懷

臘坑村兒童，並提升

其 品 格 ， 懂 得 「 不

要 學 拳 頭 ， 要 學 低

頭 」 ， 與 人 和 睦 相

處。攝影／范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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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17 加拿大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慈濟加東分會本日舉辦「新冠肺炎疫
情與疫苗」線上人文講座，邀請陳立豪醫師講解疫病特徵、就醫
須知、疫苗注射等相關醫學常識，並開放提問，逾一百二十位民
眾參加。

 ◆ 2021.01.21 慈濟基金會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工館」）、國
家衛生研究院主辦「防疫戰鬥營」巡迴展，本日於花蓮靜思堂舉
行開幕儀式，展期至4月25日止。「防疫戰鬥營」原為科工館常
設展之一，以互動遊戲及闖關體驗方式，介紹登革熱、流感、腸
病毒、愛滋病和結核病等傳染病病徵，及感染途徑與防治方法，
深受民眾歡迎；故館方於其中精選展件，與各縣市政府、民間機
構合作，進行巡迴展覽。 

科工館長年致力科普教育推廣，而慈濟各地據點，除了作為社區
道場、救災協調中心等用途外，也開放成為社會教育的場所；雙
方近年即密切合作，陸續推出「防災DNA」、「憶兒時：南方
童樂會」等展覽，期藉由寓教於樂的形式，吸引更多親子前往參
觀，使科學教育得以普及、平衡城鄉落差。 

新冠肺炎自2020年於全球擴散後，至今尚未平息；花蓮場「防疫
戰鬥營」開展當天時逢寒假，科工館館長陳訓祥表示，知識除了
背誦式學習，最重要的是將之生活化，理解、運用於日常，並期
待花蓮地區的親子家庭及鄉親，能利用假日前往觀展，透過輕鬆
的形式，了解如何防治傳染病。 

展場設置的闖關關卡有「斑蚊之家」、「案發現場」、「防疫飛
毛腿」、「防疫大擂臺」等項目，民眾進入展間先領取「生命戰
鬥卡」，於註冊機臺拍照登錄，化身為防疫戰士以進行挑戰，透
過擴增實境（AR）多媒體，還有射擊遊戲、體感遊戲等，認識

介紹登革熱、流感、

新 冠 肺 炎 等 疫 病 的

「防疫戰鬥營」巡迴

展 於 花 蓮 靜 思 堂 開

展，透過互動式媒體

展 示 機 臺 與 積 分 遊

戲，認識病毒知識。

攝影／陳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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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知識，包含登革熱防治新科技⸺沃爾巴克氏菌生物防治
法，及預防新冠肺炎的「內、外、夾、弓、大、立、腕」洗手七
式。展覽宗旨，在培養民眾落實良好生活習慣，重視衛生，減少
生活環境孳生或傳布病毒的機會，降低傳染性疾病的威脅。 

 ◆ 2021.01.21 慈濟香港分會展開「每日一叮嚀•好話一條街」活動，本日於牛
頭角上邨各社區大樓張貼宣導海報，推廣茹素祈福。

 ◆ 2021.01.22 慈濟臺北萬華聯絡處連續八年，參與萬華區公所年終大掃除暨國
家清潔週誓師大會活動，本日動員五十位志工，分組清掃公園環
境，及青山里等社區街道。

 ◆ 2021.01.24 高雄市左營區慈濟志工舉辦迎新活動暨組隊聯誼，本日於屏東縣
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進行健走、新受證委員心得分享等聯歡
活動，約百人參加。

 ◆ 2021.01.25 新北市三峽區慈濟志工與西蓮學苑合作推廣茹素祈福，製作蔬食
便當分送里民，及三峽區公所等單位，活動自2020年12月14日起
至本日止分四梯次進行，結緣超過二千份餐次。

 ◆ 2021.01.29 慈濟臺南分會與仁德區公所主辦「牛轉乾坤」新春環保燈會，本
日於仁德運動公園進行啟燈儀式，主燈為一千支回收寶特瓶組成
的「水立方」，另有蔬果造型等各式花燈，傳遞珍惜水源、蔬食
減碳等愛護地球理念，展期至3月21日止。

花蓮靜思堂「防疫戰鬥

營」巡迴展，陳設「洗

手七式」互動式機臺，

讓參觀者學習正確洗手

法，以對抗病毒。攝影

／陳冠霖

國家衛生研究院專案助

研究員劉韋良（坐者）

在「防疫戰鬥營」展覽

現場，向參觀者解說沃

爾巴克氏菌生物防治的

方法。攝影／陳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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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29 澳洲黃金海岸慈濟志工自2011年11月起，每年兩次前往伊普高中
（Ipswich State High School）舉辦素食暨環保宣導活動，2020年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暫停，本日於開學之際，致送素食餐盒與教職
員結緣，表達祝福。

 ◆ 2021.01.31 慈濟臺中分會舉辦迎新聯誼活動，本日新舊志工逾八十人齊聚東
區環保教育站，交流志業參與心得，並透過團康歡樂互動。

 ◆ 2021.01.31 臺北市士林區慈濟志工一行二十二人，分五組走訪文林路、德
行西路等街坊，向社區居民、店家致送靜思語春聯，傳遞新年
祝福。

二月
 ◆ 2021.02.01 高雄市大寮區慈濟志工防範新冠肺炎疫情，取消年度環保志工圍

爐聚餐活動，本日前往各慈濟環保據點致送祝福禮，感恩他們的
付出。

 ◆ 2021.02.02 臺北市北投區慈濟志工約四十人於農曆新年前，分六路拜訪主要
街道商鋪，送上靜思語春聯予以祝福。

 ◆ 2021.02.03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自2012年4月起，帶動海南省海口市龍華區得
勝沙路商戶、居民參與資源回收分類。

 ◆ 2021.02.04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啟動「蔬讚素決」素食推廣活動，邀請茹
素者報名成為「蔬PerHero」，向民眾分享植物飲食益處，並記
錄響應成果，截至8月，逾一千五百人參加，成功募得約九十八
萬餐。

 ◆ 2021.02.04 多明尼加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慈濟志工於蘇沙（La 

Zurza）舉辦環保講座，向社區居民推廣慈濟環境保護理念，及
蔬食保健益處。

澳洲黃金海岸慈濟志

工於伊普高中開學之

際，致送素食餐盒予

教職員結緣，由校長

賽門（Simon Riley，

左二）代表接受。攝

影／林孔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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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2.06 慈濟羅東聯絡處志工參與五結鄉公所舉辦的年終大掃除活動，本
日以五結奠安宮為起點，與清潔隊成員、社區志工等分組清掃社
區街道。

 ◆ 2021.02.10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自2020年10月起，進行會所大型年景布
置，運用寶特瓶、舊燈飾等回收物製作展品，本日亮燈，傳遞佛
法智慧與環保理念。

 ◆ 2021.02.14 慈濟臺北內湖聯絡處與荒野保護協會合辦生態人文講座，14至16

日邀請學者專家分享臺灣藻礁分佈現況、特性及保育。

 ◆ 2021.02.19 臺中市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親師生一行十人，參訪新田慈濟
環保教育站，透過塑膠、紙類等資源回收分類實作，體悟「清淨
在源頭」的重要。

 ◆ 2021.02.20 嘉義市東區慈濟志工於和美慈濟環保教育站，舉辦委員慈誠暨環
保志工新春團拜活動，內容包含團康遊戲、歌唱表演等節目，並
回顧環保站發展歷程，及參與心得分享。

 ◆ 2021.02.21 臺中市西屯區、北屯區慈濟志工，分別於慈濟東大園區及仁美里
舉辦新春團拜暨迎新會，逾二百人在跳加官、抽獎摸彩、音樂手
語演繹等活動中歡樂聯誼。

 ◆ 2021.02.21 慈濟臺北萬華聯絡處舉辦新春團拜暨迎新活動，節目包含話劇、
養生太極、音樂手語等表演，另有九名中華民國啟聰協會聽障人
士透過創意環保服裝秀，宣導綠行動理念，志工、會眾近四百人
參加。

 ◆ 2021.02.21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遵循政府頒布的有條件行動管制令
（CMCO），本日開放社區環保站暨環保點，供民眾回收資源。

 ◆ 2021.02.21 慈濟美國橙縣聯絡處與橙縣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合作，本日舉辦
「素食春宴線上烹飪教室」，傳遞蔬食養生觀念，逾五百人透過
視訊平臺觀看。

多明尼加蘇沙區慈濟

環保講座現場，社區

民眾驚奇地端看能再

製為毛毯、衣物等產

品的塑膠酯粒。圖片

／慈濟多明尼加聯絡

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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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2.22 證嚴上人時常叮嚀人人本具佛性，學佛，即是為了回歸清淨本
心，然從「迷」到「覺」甚為不易，定要在行中學，方能破除無
明；並認為要讓正法普遍，讀書會是一個重要方法，也是大眾容
易接受的方式，把聽聞的道理說出來，自己受用，也影響他人。
故靜思精舍成立「靜思弘法團隊」，首先在慈濟醫療志業推動，
讓全臺各地持續承擔社區新冠肺炎防疫、照護患者重責的醫療人
員，在堅守崗位、發揮臨床專業外，也能透過佛法洗滌心靈，紓
解工作與生活壓力，同時將之運用職場，以療治眾生的悲願，撫
慰患者度過病情難關。
本日由德亻凡、德宸、德澡師父代表，前往花蓮慈濟醫院展開首
場讀書會宣導行程，鼓勵院內各單位職工自行號召成員，不拘形
式、不限場地，以小組模式共組讀書會，閱讀慈濟法脈宗門著
作，分享從中領受的法喜心得，在彼此生命課題的交會中，以佛
法斷惑鑑真，互相學習與成長，也凝聚向心力。
德亻凡師父表示，自己閱讀容易起懈怠心，群體共讀有相互鞭策、
共修精進的力量；經由上人開示等書籍，得以了解佛法義理，將
佛法精神運用於日常，避免情緒受外境影響起伏，減少煩惱、安
住身心，更專注於良能的發揮，期待未來「聞思修」的閱讀氛
圍，帶動人人生活有書香，讀書會宛若蓮花般，朵朵綻放，「遍
地開花」。

除了在全臺慈濟醫院推廣，「靜思弘法團隊」深感傳法之重任使
命，另於3月20日⸺農曆2月初八佛陀成道日，於臺北慈濟醫院
展開另一場《靜思法髓妙蓮華》全球連線導讀活動，由德 師父

靜思精舍「靜思弘法團隊」在花蓮慈濟醫院，展開首場讀書會宣導，

鼓勵院內職工閱讀慈濟相關書籍，以佛法洗滌心垢，也帶動他人反璞

歸真。圖片／花蓮慈濟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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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證嚴上人《法華經•序品》開示內容，分享上人講述佛典的
原則與特色，帶領大眾更加了解靜思法脈、慈濟宗門的理念精
髓，及諸佛菩薩悟道前後的心路歷程。計有五百五十五人在現場
聞法，線上則有二十六個國家地區、近萬人同步聆聽。

 ◆ 2021.02.23 彰化福興、秀水鄉慈濟大愛媽媽應邀於福興文開幼兒園，舉辦
生活教育課程，內容以團康遊戲及話劇表演形式，傳遞團隊合
作、家事學習等處事態度，活動分兩梯次進行，共二百四十位
學童參加。

 ◆ 2021.02.26 為響應國家垃圾分類行動，福建省廈門市慈濟志工每週五於鼓浪
嶼街心公園進行資源回收分類活動，本日適逢元宵節，志工與當
地素食餐館合作煮湯圓與社區民眾分享，共度佳節，感恩他們兩
年來對環保工作的支持。

 ◆ 2021.02.27 慈濟基金會、慈濟大學與知名蔬食推廣團體「無肉市集」，合作
主辦兩場系列活動，27日首先在慈濟大學校園進行「凝•聚」論
壇暨料理公益講座，邀集「無肉市集」創辦人張芷睿、經營「找
蔬食Traveggo」粉絲專頁的網路紅人、用料理介紹植物飲食的
「野菜鹿鹿Veggie Deer」，及演員曾子益、李霈瑜等講師，分享
個人戒葷茹素歷程、蔬果料理營養攝取法，也暢談肉食、塑膠使
用的消費習慣，對耗費地球資源與破壞生態的負面效應，期透過
對談交流，串聯、凝聚支持蔬食的心念，帶動人人在日常飲食的
過程，落實友善環境。

靜態的理念分享後，接下來係動態的實踐行動，28日登場的是推
廣天然、全蔬食的無肉市集；張芷睿認為，吃，是最快認識素食
的方式，將美味的料理品牌集中成一個市集，不僅吸引人潮，也
透過顛覆味蕾的素食新體驗，號召更多人嘗試，帶動蔬食風尚。
市集並將愛護動物的同理心，推及至愛護環境；「裸買裸賣」是

「凝．聚」蔬食推廣公益

講座在慈濟大學進行，演

員曾子益（中）和「無

肉市集」創辦人張芷睿

（右），暢談由葷轉素的

過程，及心境感受。攝影

／廖文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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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的一大特色⸺堅決販售、購買的過程不使用任何包材，及
會製造大量垃圾的一次性餐具。因為想吃，且認同愛動物又愛地
球的理念，當日市集開賣不久，攤位前旋即大排長龍，人人攜帶
餐盒、杯具，共同響應市集的環保宗旨；現場也有「青瓢」餐具
租借公司進駐，讓臨時獲知活動訊息的遊客也能隨時加入響應。
總計有五十間品牌攤商匯聚，內容包含「無肉美食區」、「無肉
商品區」及「無肉服務區」，品牌攤商不僅為市集研發限定料
理，攤車樣式也講究設計感，營造適合「打卡」的拍照場景；活
動現場還有熱力四射的音樂表演，展現「無肉超歡」的生活態
度，翻轉素食乏味、老氣、嚴肅的刻板印象。

慈濟志工、慈青也規劃「環保闖關區」，帶動民眾、親子進行
「蔬食彈珠臺」、「蔬食九宮格」、「環保知識挑戰賽」等關
卡；每一道遊戲項目皆用回收物製成，讓體驗者在歡樂中吸收
惜福、再用觀念，及生態保護知識。另外，志工也在「無肉商品
區」擺攤，介紹「淨斯唐風新食器」摺疊餐具組等環保產品。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表示，「無肉市集」環保、護生的理念
與慈濟提倡敬天愛地的精神相契，故而促成彼此在花蓮的首次合
作，並讚歎其活潑、創意的推廣方式，相當成功地觸發更多青年

五十間品牌攤商集中在慈

濟大學校園，共同推廣

無肉飲食。活動現場人人

自備環保餐盒購買，支持

零包裝行動，友善生態環

境。攝影／廖文聰

在慈濟大學進行的無肉市

集活動現場，為避免製造

塑膠垃圾，不使用一次性

餐具，服務區另提供環保

容器予遊客租借使用。攝

影／顏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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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主動參與。雙方都非常珍惜結合的機會；因這場互助共好的
活動，不僅讓相同理念與精神的人得以共伴前行，並期待產生協
同效應，擴大感染身旁的親友回歸初心，持一念善，友愛眾生。

 ◆ 2021.02.27 慈濟新北市三重聯絡處舉辦新春團拜活動，進行祥獅獻瑞、舞蹈
表演、猜燈謎等節目，志工、會眾共四百六十人參加。

 ◆ 2021.02.27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一行二十三人，本日前往遼寧省大連市甘井
子區周南社區，與當地志願者合作進行「環境共建樓宇清理活
動」，進行掃街、資源回收分類。

 ◆ 2021.02.27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長期關懷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三東老人院長
者，另每週前往帶動參與資源回收及分類，本日志工、民眾共
十四人參加。

三月
 ◆ 2021.03.01 新加坡各慈濟環保教育站在遵循新冠肺炎防疫規範下，於3月起

全面恢復開放，並採取由民眾自行分類回收物的新運作模式；另
「慈濟環境永續日」自本年度開始，改為每月第三個週日進行。

 ◆ 2021.03.01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推廣茹素理念，2020年3月起陸續推出
「大哉教育•素素行動」線上勸素、折抵餐費的「蔬食Go Easy

祝福券」、開設素食烹飪班、宣傳「週一無肉日」等活動，並自
11月開始，協助推動校園蔬食營養餐計畫。
馬來西亞校園營養餐計畫行之有年，首位投入推廣者，係峇株
巴轄衛生局營養師，同時也是慈濟人醫會成員的張春慧；她表
示，馬國已被列為東南亞地區肥胖國家，兒童或青少年若養成
嗜吃煎、炸、高糖分等不良的飲食習慣，容易造成注意力不集
中、高血壓、心理發育障礙等後果。為了幫助孩子走向健康的
成長發育之路，校園食堂必須改變傳統食譜，提供均衡、零負
擔的營養餐。
張春慧在菜單調配上不僅多元，且以蔬果為主，帶動師生一週至
少三天的素食天數，不僅如此，她還將生活教育融入其負責推行
的校園中，鼓勵老師引導孩童在用餐前誦讀感恩詞，並學習如何
清洗餐盒等，讓攝取營養餐的同時，也兼顧身心靈發展。而施行
成果，亦多受到家長們的正面回饋。
馬六甲慈濟志工於2020年加入推廣張春慧主責的營養餐計畫，11

月30日透過校長職工會，邀約當地超過六十位華小校長及學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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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線上聆聽張春慧說明營養餐有助身體質量指數（BMI）、認
知表現、體適能改善等益處，並分享素食選擇，對提升免疫力和
降低碳排放的重要性。
會後，志工積極聯絡與會校長，詢問參加意願，成功促成聖母、
培德兩所小學自2021年3月1日起推行。聖母小學校長黃玉蘭回
饋，聽聞校園營養餐計畫已多時，但卻不知如何著手，經由慈濟
志工的牽線，感覺「時機到了」；在計畫啟動後，也在學校通訊
平臺大力宣傳，並作為新生說明會的重點，讓家長對校園餐食感
到安心，並傳遞蔬食減碳理念。
目前聖母、培德兩所學校，共有近四百位學生食用營養餐，一週
有一千多餐為素食。對慈濟志工而言，這是一項高效益的推素行
動；志工在營養餐計畫中，扮演的只是推廣及牽線促成的角色，
後續作業流程全由營養師、校方和食堂業者溝通執行，比起街頭
巷尾的口頭勸素，或製作素食便當分送，志工人力、物力與時間
的支出都精簡許多，但卻能使更多人達到長期茹素的機會，讓均
衡健康的蔬食觀念及良好生活習慣在校園深植，並進而擴及至每
一戶家庭。
新冠肺炎疫情當前，多吃蔬果的均衡飲食以維持免疫力至關重
要，慈濟志工仍會持續接洽各校，將無肉的綠色飲食帶入校園。

 ◆ 2021.03.02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在福建省漳州市薌城區新浦路寶龍大廈停車
場進行資源回收分類，共二十二人參與。

 ◆ 2021.03.05 中國大陸遼寧省大連市慈濟志工，應邀參與周水子社區環境共
建活動，與環衛工人、社區志願者合作，進行掃街暨入戶環保
宣導。

 ◆ 2021.03.06 慈濟高雄市瑞屏里後勁聯絡點舉辦年度迎新活動；新受證委員慈
誠齊聚，分享投入慈善工作的因緣與心得，並向資深志工奉茶，
感恩他們的付出及傳承。

 ◆ 2021.03.06 臺南市南區慈濟志工年度迎新活動改以戶外形式舉辦，本日約
一百六十人在龍崗國小參與團康聯誼，並回顧慈濟於該校開啟慈
善關懷的因緣。

 ◆ 2021.03.06 臺中慈濟教育功能團隊規劃四堂以職涯探索、家庭溝通等為主
題的創新教學教育講座，本日於臺中靜思堂進行首場，邀請
諮商心理師盧美妏，分享家長陪伴子女職業選擇的方法，共
四百五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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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06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配合政府推廣垃圾分類，分別在湖南省長沙市

梅溪湖、萬國城慈濟環保點，舉辦環境保護宣導活動，傳遞節
水、蔬食、資源回收分類等觀念與實踐。

 ◆ 2021.03.07 慈濟澳洲柏斯聯絡處、墨爾本聯絡處響應「澳洲清潔日（Clean 

up Australia Day）」，分別於柏斯北橋區（Northbridge）、墨爾
本市區進行掃街活動，約一百五十人參加。

 ◆ 2021.03.10 新北市板橋區華僑高中師生，連續十年參訪板橋慈濟志業園區環
保站，由衛生股長擔任環保種子，參與資源分類實作，協助推動
校園環境教育。

 ◆ 2021.03.12 臺中市中區慈濟志工響應植樹節，本日於慈濟東大園區進行種樹
活動，職工、實業家及慈警會成員等超過二百五十人熱情參與。

 ◆ 2021.03.12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在上海市松江區昌鑫花園進行資源回收分
類，分享地球生態危機，及資源分類、節能減碳、少用一次性物
品等環境保護方式，共九位志工、二十八位社區居民參加。

 ◆ 2021.03.13 慈濟基金會邀請六藝劇團於13、28日，分別在新竹靜思堂、南投
聯絡處演出《南洋奇遇記》；親子家庭透過故事劇場形式，認識
並學習尊重各國文化風俗。

 ◆ 2021.03.14 花蓮慈濟志工於2020年3月，在社群平臺成立「吃播⸺用肚子
翻滾素的花蓮」專頁，並以直播節目方式推廣蔬食，本日為第
一百集；直播團隊特與素食店家合作，於花蓮藍天麗池飯店舉辦
「好想和你在一起 V can do it」活動，廣邀會眾參加，體驗蔬食
美味，交流茹素心得。

 ◆ 2021.03.14 基隆慈濟志工於2005年獲臺灣國際造船公司認同，於廠內設置環
保點，並邀請社區居民，及慈濟照顧戶參與資源分類，本日進行
每月大型環保回收日。

由花蓮慈濟志工成立的

蔬食推廣直播平臺「吃

播——用肚子翻滾素的

花蓮」，藉由百集慶祝

餐會，邀約民眾體驗素

食美味，並持續響應。

攝影／羅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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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15 慈濟基金會與臺中市教育局及環保局合作，舉辦行動環保教育
車校園巡迴宣導活動，於3月15日至4月10日陸續在臺中葫蘆墩國
小、內埔國小、成功國小及臺中國小展出，傳遞綠能供電、循環
經濟等節能減碳觀念。

 ◆ 2021.03.19 花蓮慈濟志工每週前往太魯閣晶英酒店進行資源回收，至今已九
年，本日另致贈飯店業者二百本《靜思語》，供旅客閱讀，沉靜
心靈。

 ◆ 2021.03.19 基於「孩子的教育不能等」，1999年臺灣集集大地震後，證嚴上
人慈示認養遭地震毀損的學校，展開「九二一希望工程」援建計
畫，更於2014年起進行「減災希望工程」，改善老舊校舍安全危
機；除協助硬體空間暨設備的整建提升，也致力人才培育等軟體
援助。
靜思人文多年來結合慈濟志工前往校園贈書，帶動閱讀風氣。
2016年，靜思書軒營運長蔡青兒於一次捐贈活動中，因屏東「減
災希望工程」學校高泰國中校長印永生的提議，興起在校園設立
「靜思閱讀書軒」的想法，期透過挹注閱讀資源能量，縮減教育
城鄉差距，為學子增廣視野，同時在心田播下美善種子。
靜思人文遂於2017年發起「靜思智慧語•好話遍寰宇⸺看見希
望綻放」計畫，邀請社會大眾捐款護持、認養設置；同年7月，
在實業家誼遠控股體系董事長陳致遠的贊助下，於高泰國中啟用
全臺首間「靜思閱讀書軒」。
捐贈書籍除了《靜思語》等慈濟法脈宗門書系，亦囊括人文藝
術、科學知識、醫療保健、勵志故事，及兒童繪本等內容。陳設
方面，營造明亮、整潔、靜心的雅致空間，並擺放「淨斯菩提鐘
鼓」，藉由鐘鼓外緣的二十四片菩提葉，象徵節氣與時間，提醒
珍惜光陰；而書桌和椅子，則係慈濟為救災研發的淨斯多功能折
疊桌椅，除了方便收納，也讓學生在使用時，不忘淨斯產品誕生
的緣由，學習對社會付出與關懷。
書軒也開放給社區民眾共享，彌補地方書店不足、文化設施缺
乏的困境，讓親師生與居民都能在舒適的空間閱讀，擁有沉澱
心靈的一方處所。截至2020年底，「靜思閱讀書軒」全臺共計
一百五十間，地點不僅在希望工程、偏鄉等校園，還包括校友認
養，甚至擴及至監所，引導受刑人透過好書、好話，重新覓得正
確人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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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青兒感動、感恩每間書軒的設立，都有善願發心的推手用愛護
持的力量，以及校方、志工的奉獻，來共同守護，合力推動而
成，於是將推廣期間經歷的故事暨心得，撰述為《閱讀，讓希望
綻放》一書，讓生命中深刻經驗的豐盛之旅⸺感受到的誠與
情、善與愛，分享給讀者。
本日於臺北市靜思書軒誠品信義店進行新書發表會，現場有智榮
基金會董事長施振榮、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和碩聯合科技董
事長童子賢，以及臺北市副市長蔡炳坤等各界賢達，超過二百位
嘉賓蒞臨，彼此分享對文教推廣的支持，及參與其間的感動，並
予以祝福。
蔡青兒表示，書籍出版的用意，是為了要記錄愛。期盼有更多人
可以共襄盛舉，擴大善的能量，讓下一代因有書香、人文的伴
隨，薰修德業，時時憶念美善的人事物，使社會祥和。

 ◆ 2021.03.20 慈濟基金會與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合作，分別於3月20日及5月2

日，在板橋、三重志業園區舉辦「波力救援小英雄•親子防災總
動員」活動，內容含心肺復甦術、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教學
實作，及消防救災、避震體驗等內容，共吸引四百八十一位親子
參加。

 ◆ 2021.03.20 慈濟基金會邀請紙風車劇團演出《福爾摩沙•我的家》環保防災
親子劇，傳遞災害應變、心靈重建，及環境保育的重要，2021年
首場於高雄靜思堂演出，共一千三百零五人參加。

 ◆ 2021.03.20 印尼雅加達慈濟志工與自然資源保護中心婦女會成員，為響應國
際森林日，本日一行約三十人於紅溪河口野生動物保護區淨園。

 ◆ 2021.03.20 慈濟美國沙加緬度聯絡處響應美國河公園基金會（American 

River Parkway Foundation）發起的認養河段清潔運動，20、21日

靜思書軒營運長蔡青

兒在《閱讀，讓希望

綻 放 》 新 書 發 表 會

上，分享執筆撰述的

用意，係記錄「靜思

閱讀書軒」成立過程

的經驗故事，讓美善

傳揚。攝影／顏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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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慈少家庭，參與清掃北岸第九英里（N9 Mile）河邊步道公
園。此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志工在當地舉辦的首場慈少環
保教育活動。

 ◆ 2021.03.20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與惠勝集團（Hatten Group）合作，
20、21日於英雄廣場購物中心舉辦蔬食推廣活動，現場並規劃遊
戲體驗區與素食展區，邀請民眾感受茹素益處。

 ◆ 2021.03.20 慈濟臺北內湖聯絡處舉辦「2021年北區靜思生活營人文饗宴」活
動，課程有專題講座、生態巡禮及資源回收實作等內容，學員與
陪同家屬約二百五十人參加。

 ◆ 2021.03.20 慈濟新加坡分會舉辦兩場人文茶會，分享慈濟「竹筒歲月」精
神，及淨化人心等理念，並介紹各社區慈濟環保站點，邀請會眾
加入環境保護行列，逾六十人參加。

 ◆ 2021.03.20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應邀前往廣東省東莞市大朗鎮聖堂花園社
區，與長者分享資源回收分類的重要，及慈濟實踐循環經濟，再
生環保毛毯等產品的慈善理念。

 ◆ 2021.03.20 中國大陸福建省廈門市慈濟志工與醫護人員合作，在湖里區為投
入資源回收分類的群眾進行健康檢查，現場設有內科、骨科、婦
科等問診點，並提供健康營養諮詢，共服務三十三人。

美國沙加緬度慈濟志

工偕同慈少家庭，於

美國河北岸第九英里

河邊步道公園清潔環

境。攝影／陳碧惠

廈門市慈濟志工在湖

里區為投入資源回收

分類的群眾進行健康

檢查，測量身高、體

重、血壓等。攝影／

張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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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21 音樂家黃輔棠譜曲創作的三十一首靜思語歌曲，本日正式授權予

靜思人文，由靜思精舍德亻凡、德慇、德澡師父代表接受。另，慈
濟嘉義聯絡處舉辦「靜思語人文饗宴」音樂會，節目由合唱團、
管弦樂隊、表演藝術者等共同演出，並結合素食小夜市活動，傳
遞淨化心靈及環境保護理念。

 ◆ 2021.03.21 慈濟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舉辦感恩茶會，透過奉茶儀式、致贈
感謝狀等，對為社區亞裔長者施打新冠肺炎疫苗的慈濟人醫會、
圖羅大學（Touro University）醫學院志工團隊表達感謝。

 ◆ 2021.03.23 臺中市西屯區慈濟志工應市立啟聰學校之邀，前往為二十六位孝
順楷模的學生頒獎，另致贈該校靜思語木牌，透過好話入校園，
發揮善的影響力。

 ◆ 2021.03.24 慈濟臺中沙鹿聯絡處每月前往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臺中基地推廣
素食，本日共四十位空勤隊員，享用志工烹煮的佳餚。

 ◆ 2021.03.24 臺北市文山區慈濟志工於萬隆里舉辦素食講座，現場有料理示
範，並邀請臺北慈濟醫院營養科主任吳晶惠，分享健康茹素知
識。

 ◆ 2021.03.24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2020年8月起，在鍾靈獨立中學推廣低碳生
活，與實業家合作，結緣二千個慈濟環保餐盒，供師生盛裝午餐
之用，並透過營養講座分享茹素益處，本日並舉辦說明會，邀請
校方響應校園蔬食營養餐計畫。

 ◆ 2021.03.25 美國洛杉磯慈濟志工透過視訊，為西聖蓋博谷基督教青年會
（YMCA）輔導班兒童示範蔬食料理教學，並備辦素食便當，邀
請師生享用。

 ◆ 2021.03.26 臺北市士林區慈濟志工受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味全龍」之邀，
26至28日於天母棒球場賽事現場進行環保宣導，同時在球場設置
十個資源回收點，引導觀眾分類投放，並協助清運。

靜 思 精 舍 德　（ 左

起 ） 、 德 慇 、 德 澡

師父代表，接受音樂

家黃輔棠（右一）創

作、授權靜思人文的

三 十 一 首 靜 思 語 歌

曲。攝影／王翠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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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26 臺南市永康區慈濟志工與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人員，於復華夜市
分四條動線進行「減塑同盟」環保宣導，共成功邀請五十間攤
商加入。

 ◆ 2021.03.27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啟動「2021喜閱書展」巡迴，期間並結
合系列講座，內容囊括生態、史地、人文等議題，首場本日於臺
中清水靜思堂展開，展期至4月1日止。

 ◆ 2021.03.27 新北市三重區慈濟志工於三重志業園區舉辦「素食小夜市」遊園
會，並結合大愛電視臺戲劇《飄洋過海來愛你》粉絲見面會活
動，吸引民眾前往體驗蔬食，落實減碳、無塑理念。

 ◆ 2021.03.27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江蘇省昆山市周市鎮東輝緣社區進行資源
回收分類，並透過分類口訣，讓社區居民區別可回收物資，一起
來落實回收分類。

 ◆ 2021.03.28 慈濟香港分會長期關懷曾遭風災侵襲的觀塘村鯉魚門居民，本日
志工帶動照顧戶一行約三十人，分小組進行淨村暨環保宣導活
動，於巷弄、防波堤、石礦場等地清除廢棄物。

 ◆ 2021.03.29 慈濟新北市新泰聯絡處於新會所首次舉辦慈濟榮譽董事聯誼茶
會，有音樂表演、健康養生等節目，及會所搬遷、修繕過程心得
分享，共一百零八位榮譽董事參加。

 ◆ 2021.03.30 中國大陸江蘇省蘇州市慈濟志工，定期於姑蘇區進行晚間資源回
收分類，本日共十二名志工、社區民眾參加。

四月
 ◆ 2021.04.01 高雄慈濟志工於2020年組成「高雄慈濟1000環保推廣團隊」，發

願圓滿一千場次環境教育宣導活動；本日一行二十七人於鳳山區
文德國小，透過分站闖關遊戲，傳遞省水、減塑等珍惜地球資源
的重要。

慈濟志工在昆山市東輝

緣社區以口訣，說明資

源回收分類知識。攝影

／許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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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01 臺北中山區、大同區慈濟志工本日起為期六天，於臨濟護國禪寺

清明梁皇寶懺法會期間，協助備辦素食便當與信眾結緣，宣導護
生、減碳理念，為天下祈福。

 ◆ 2021.04.02 新北市慈濟志工參與市政府主辦的「新北童樂節•熊猴森樂園」
活動，於2至5日在三重區新北大都會公園設置環保攤位，透過益
智遊戲，傳遞環保知識。

 ◆ 2021.04.04 慈濟加拿大分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止息，本年度「清明追思
感恩會」以線上形式舉辦，百餘位僑居海外、無法返鄉祭祖的民
眾雲端共聚，緬懷祖德；另為「0402臺鐵太魯閣火車事故」傷亡
者暨家屬祈福。

 ◆ 2021.04.04 慈濟加拿大加東分會推出「哞哞遊藝園」兒童線上學習園地，第
一期活動於本日展開，連續三個週日，內容包含生活習慣、環保
宣導等環節，並結合團康遊戲，以增添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網路
課程的多元性。

 ◆ 2021.04.04 中國大陸江蘇省慈濟志工與江淮孔子文化研究會合作，於板湖鎮
孔蕩大愛村主辦「敬立孔子聖像揭幕儀式暨第二屆儒風興鄉懇談
會」，本日村民約百人出席，並在阜寧縣農業農村部、板湖鎮人
民政府等單位代表，及來自福建、上海、南京、蘇州等地孔子後
裔的見證下，進行仲春丁祭祭儀。
今年是孔蕩大愛村第一年清明家祭；安放的孔子聖像，係江淮孔
子文化研究會倡議，由鄉賢募資所成，讓後人時時見賢，不忘孔
氏家風。而為傳遞儒家「仁民愛物」的思想精髓，主辦方取得共
識，揚棄傳統祭祀的敬備牲禮，祭品採用村內大愛生態農場種植
的蔬果，更推出豐盛、精緻的素食宴席，讓參與貴賓不僅體驗美
味蔬食，也能感受孔氏後人的誠摯心意。

阜寧縣慈濟志工為孔

蕩大愛村孔子聖像揭

幕活動備辦素食，不

僅慎選營養食材，也

精心料理裝飾，希望

帶 給 賓 朋 茹 素 的 喜

悅。攝影／楊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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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除了莊嚴肅穆的祭儀，另安排宣揚講信修睦的各式節目；如
板湖初級中學學子為大眾誦讀〈禮運大同篇〉與〈千字文〉，提
醒恪守五常之德⸺仁義禮智信，及友愛互助、無爭無伐的精
神；慈濟志工則以〈千手世界〉音樂手語表演，傳達對生命的慈
悲；而社區志工王娟、肖仁敏也透過關懷長者及留守兒童的經驗
故事，改編演出《里仁為美•牽手大愛》短劇，分享「人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的仁愛理念。
安放孔子聖像活動圓滿後，下午，志工、鄉賢及政府人員接著
召開「儒風興鄉懇談會」，以「弘揚儒風，厚實家風，振興鄉
風」為主題，交流村內文化發展願景。志工顧詩蘊回顧道，慈濟
與孔蕩村結緣於2016年，為幫助受龍捲風重創的居民，協助重建
村落，爾後受阜寧縣政府邀請執行「克己復禮⸺鄉村振興計
劃」，五年來，逐步展開人才培育、弱勢關懷、醫療扶助、生態
農耕等項目，同時帶動環境改善，落實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
而志工同樣致力發揚孔子全民教育理念、儒學仁愛的核心價值，
2020年8月就曾舉辦「孔蕩有愛•有禮達理」夏令營，透過敬老
孝親、生態環保等活動，提升儒家文化精神，也期待能持續與各
界賢達、政府機關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傳承發揚孔儒思想。 

 ◆ 2021.04.05 中國大陸江蘇省小主人報新聞學校吳江分校師生近四十人，參訪
昆山慈濟環保教育基地，透過資源分類實作，了解惜物、節水、
減塑等環境保護的重要與實踐方式。

 ◆ 2021.04.05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甘肅省蘭州市城關區皋蘭山淨山，同時宣導
環保理念。

 ◆ 2021.04.09 慈濟臺北市中山八德共修處於9、14、21、28日，參與大雄精舍
明光法師發起的「善念便當」蔬食推廣活動，協助備送餐點與社
區民眾結緣，傳遞護生祈福理念，同時喜迎佛誕節。

 ◆ 2021.04.10 慈濟基金會為持續促進親子互動，同時活化靜思堂空間，繼慈濟
科技大學自2018年設立「健康故事屋」後，再度與聚落書坊文教
發展協會合作，於2021年4月10日揭牌啟用花蓮靜思堂「健康故
事屋」，每週六由說故事志工駐站，帶動親子共讀；每月並推出
健康主題，包含美感培養、健康素養、情緒管理、品格教育等活
動，引領親子豐富生活知識，也享受共學時光。
故事屋的成立除了協助推進家庭和諧、促進幼童腦部發育外，也
涉及慈善關懷層面，讓受經濟因素影響，閱讀資源不足的家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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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能透過館藏讀物增加與世界接軌的機會。共讀活動採登記參
與制，進行免費書袋交換計畫⸺各書袋依幼童年齡提供適當
童書，並擇一本適合父母閱讀的書籍，讓家長與孩子共享閱讀喜
悅，定期和其他參與家庭輪流交換書袋，使學習不間斷。
故事屋啟用當日，慈濟基金會也與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協
力，邀請「如果兒童劇團」共襄盛舉；「如果兒童劇團」長期製
作適合親子欣賞的表演藝術作品，此次於靜思堂演出《神奇溫泉
水》、《誰來幫幫忙》，透過故事情境傳遞助人的重要，以及環
境保護觀念，用正向能量的故事啟發孩童付出，參與有益社會的
行動；劇團創辦人趙自強亦肯定健康故事屋的優質共學環境，帶
動親子擁抱閱讀。
另外，花蓮靜思堂健康故事屋氛圍的建構，也特為孩子打造出充
滿幻想與童趣的閱讀情境，如樹幹內的藏書、雲朵下的鞦韆、藏
身蕈菇造型裡的坐墊等設計，讓親子彷彿徜徉於童話森林，在奇
幻的空間中閱讀故事，落實想像。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張宗義，
看見揭幕活動當天湧入的人潮，開心表示，不少親子是第一次走
進靜思堂，未來也歡迎大小朋友常來走走。

慈濟基金會自2020年起，積極結合縣市政府單位、國立教育機
構，還有藝文團隊，於靜思堂進行防救災推廣、感恩祈福會等各
式展演，期改變民眾對道場嚴肅乏味的刻板印象，體驗寓教於樂
的活動之餘，也能認識慈濟精神理念；希望舒適、有趣的健康故
事屋場域，吸引更多家庭持續走入靜思堂，讓它成為生活中個人
心靈歸屬的居所、親子共伴的溫馨場域，也是鄰里間心心相繫、
互助共好的據點。

花蓮靜思堂健康故事

屋啟用典禮，由靜思

精舍師父，及慈濟醫

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

（後排右八）、慈善

志 業 副 執 行 長 張 宗

義（後排右九）等揭

牌。攝影／李佩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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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10 新北市新店慈濟環保教育站自2020年12月起進行整建工程，優化
廁所、照明設備、無障礙空間等設施，為期約四個月竣工，本日
舉辦感恩惜福會，逾三百位社區民眾參加。

 ◆ 2021.04.10 馬來西亞馬六甲慈濟志工響應「世界地球日」，於10、15日在河
畔、社區街道及工業區等地進行掃街活動，並與固體廢料管理機
構（SWCorp）合作，向民眾宣導資源回收分類要點。

 ◆ 2021.04.10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一年多來於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中海花灣
壹號住宅區宣導環保，獲物業管理認同，本日共同舉辦「綠色
We來•環保嘉年華」活動，分享資源回收分類知識，及無塑減
碳觀念。

 ◆ 2021.04.10 澳洲雪梨慈濟志工應邀於醫院（Greening Westmead Hospital）協
助栽植二千棵樹苗，美化就醫環境及綠化生態，共三十六位志工
參加。

 ◆ 2021.04.11 中國大陸廣東省「童蒙堂」學園親師生一行三十人，於潮陽慈濟
環保驛站學習資源回收分類知識與實作，並了解塑膠容器循環再
製的理念與成果。

花蓮靜思堂健康故事

屋啟用首日，邀請親

子參與手作苔球、認

識藥草等分站活動；

小朋友專注地聆聽駐

站志工說故事。攝影

／李佩璇

「如果兒童劇團」受

邀於花蓮靜思堂健康

故 事 屋 啟 用 當 天 演

出 ， 透 過 喜 歡 幫 助

其他動物的小烏鴉故

事，讓孩童從劇情反

思助人的重要。攝影

／李佩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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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14 宜蘭慈濟志工推廣茹素祈福，4月發起「愛護地球•素蔬醒」行

動，製作素食便當，送餐至縣府、地政事務所、市農會、警消等
單位，以及醫療機構，本日送出超過一千份。

 ◆ 2021.04.15 馬來西亞馬六甲慈青舉辦「環保慢跑」活動，以掃街結合跑步運
動的方式，支持「世界地球日」，共號召四十位青年參加。

 ◆ 2021.04.16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前往福建省漳州市開發區招銀港進行資源回收
分類，分享環境保護及分類知識。

 ◆ 2021.04.17 慈濟基金會與各縣市消防局等單位合辦的「波力救援小英雄•親
子防災總動員」活動，17、18日分別在桃園中壢志業園區及臺南
善化聯絡處進行，透過分站教學體驗式課程，提升防災職能；臺
南場另結合無痕蔬食市集，傳遞環保護生觀念。

 ◆ 2021.04.17 靜思人文於基隆靜思堂，舉辦「靜思智慧語•好話遍寰宇」音樂
人文饗宴暨祈福會，透過合唱團、歌仔戲等演出及講座分享，啟
發善念，逾千位民眾參加，超過一萬人次線上觀看。

 ◆ 2021.04.17 高雄慈濟靜思鼓隊自2020年3月起，定期前往環保教育站參與資
源回收分類，過程中，感受到環保志工以熟齡族居多，為接引更
多新世代青年、社區民眾關注環境浩劫與能源永續議題，因此在
「世界地球日」將臨前的4月17日，策劃舉辦「環保普拉斯•垃
圾麥納斯」活動，號召里民走進環保站，挽起衣袖，共同投入
「拯救地球」的任務。活動標題的「普拉斯」及「麥納斯」各取
自英文「Plus」與「Minus」的諧音，中文翻譯分別為「增加」和
「減少」之意，期許促進環保意識的抬頭，達成垃圾減量目標。
當天，行動地點串聯慈濟高雄志業園區、岡山志業園區、鳳山聯
絡處，以及鳥松長青、仁武、喜捨、新強等環保教育站，還有前
鎮區環保站等處同步進行，向民眾宣導減廢的重要，及如何分類
回收資源。各站在預先擬訂的活動流程外，也會依自身的站點特
色或空間條件，彈性調整內容，如喜捨站加碼安排環保短劇，仁
武站則因報名人數超出預期，分流至八卦寮環保教育站。整場活
動的重頭戲，是帶動民眾分類實作，讓參與的大小朋友隨環保志
工在成堆的塑膠袋、寶特瓶、玻璃瓶等區，清潔容器殘渣、去除
瓶蓋環等，體會原來日常輕易丟棄的廢棄物，背後竟乘載著志工
整理的辛勞，更是生態環境的負擔。
活動舉辦前，靜思鼓隊成員及慈濟志工積極拜訪社區里長與學
校，希望透過里民資訊平臺、學務週報等方式，擴大推播活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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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當日，岡山站就吸引前峰國中、和平國小、壽天國小、彌陀
國小、主人翁幼兒園等五個學校的親師生前往參加。前峰國中主
任李志峰對活動意義深表贊同，認為唯有透過資源回收體驗，才
能覺醒環保實踐其實包含最前端的「清淨在源頭」⸺少用、重
複用，甚至不用一次性物品。
為了立即落實惜福愛物精神，主辦方也構思了一場「免廢市
集」，環保站各自將現有的、可再使用的包包、吊飾、玩具等二
手物聚集，設攤歡迎民眾選取帶回，讓物件找到新的主人，重新
發揮用途。其中，喜捨站也藉著活動，於眾人祝福下，啟用規劃
已久的「惜福屋」，讓物命延續。
當天，各站參加人數皆超過一百五十人，總計近二千人蒞臨，且
不乏親子家庭。另外，志工也把握機會推廣蔬食，讓每位參與者
領有一份盛裝在環保餐盒，由香積志工烹煮的素食便當，同時傳
遞茹素也是環保減碳的方式。「環保普拉斯•垃圾麥納斯」宛如
一場家庭活動日，期待環境教育向下扎根，並接引更多生力軍投
入社區資源回收工作。

 ◆ 2021.04.17 新加坡靜思書軒義順店與慈濟教師聯誼會響應世界地球日，合作
舉辦「親子創意蔬食料理比賽」，以香積飯為主題製作創意壽
司，傳遞低碳環保生活，共六戶親子家庭參加。

 ◆ 2021.04.17 中國大陸福建省廈門市鼓浪嶼內厝社區慈濟環保站，14日起進行
牆面裝修工程，本日完成壁畫彩繪，透過環保主題畫作，傳遞節
水、省電、減碳等理念，超過十九人次投入參與。

 ◆ 2021.04.18 慈濟基金會響應「世界地球日」，連續三年與臺北市政府合
作宣導環境保護，本日在大安森林公園舉辦「蔬食無痕家庭

高雄慈濟靜思鼓隊籌

劃「環保普拉斯．垃

圾麥納斯」活動，並

舉辦「免廢市集」，

邀請民眾挑選喜歡的

二 手 物 ， 帶 回 家 延

續物命，落實零廢理

念。攝影／朱立葦



494

55
日」，本屆行政院環保署更以「由農地到餐桌」為主題參展，
另結合「臺北市螢火蟲季」活動，傳遞生態保育，及減碳、減
塑等綠生活理念。

 ◆ 2021.04.18 美國洛杉磯慈濟志工於美國總會志業園區，舉辦「慈悲彩石」活
動，邀請民眾將環保、護生訊息彩繪於石頭，並放置在社區公
園、人行道等地點，傳播愛護地球理念。

 ◆ 2021.04.18 菲律賓奧莫克慈濟志工與百事可樂（P E P S I）、馬丁內爾
（Martinelli Pizza Deli）、佩特龍（Petron Gasual）及菲斯塔
（Fiesta Gas）等企業合作，於奧莫克大愛村舉辦素食烹飪賽，共
吸引二十位村民參加。

 ◆ 2021.04.18 慈濟基金會行動環保教育車於18至20日在雲林「一一○年全國中
等學校運動會」現場展出，今年闖關遊戲增設跳舞機、綠色畫板
等設備，邀請選手、民眾透過體驗，了解珍惜能源、循環經濟等
永續環境理念。

 ◆ 2021.04.18 新北市新莊、泰山區慈濟志工與市環境保護局主辦「蔬食野餐趣
•無塑愛地球」活動，本日志工於新莊運動公園透過遊戲關卡，
宣導減碳、節約等愛護地球行動。

 ◆ 2021.04.18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浙江省嵊州市響應政府分類辦發起的「新時
代文明實踐活動」，在市委文明辦等單位認同下，於文化廣場舉
辦「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垃圾分類從我做起」環境教育宣導，
透過生態危機影片，引導社區居民思考減廢及資源回收的重要，
並分享落實方法。

 ◆ 2021.04.18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廣東省東莞市濱海灣中心醫院推廣環保行
動，鼓勵醫護人員少用一次性餐具，本日在虎門鎮豐泰華園山莊
舉辦素食聯誼，傳遞低碳生活理念。

 ◆ 2021.04.22 臺東何嘉仁幼兒園師生約百人，前往慈濟臺東聯絡處環保教育站
參訪，分組進行環境教育課程，及體驗資源分類實作。

 ◆ 2021.04.22 慈濟基金會行動環保教育車4月22日至5月2日，受邀在宜蘭綠色
博覽會系列活動的「能源教育博覽會」現場展出，並串聯環境保
護局、三星國中等能源教育攤位，以遊戲關卡模式，傳遞資源永
續觀念。

 ◆ 2021.04.22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22至25日，參與上海市楊浦區首屆「光合作
用•社區花園節」，分享敬天愛地、循環經濟理念，並邀約群眾



495

年
表
人
文

製作環保椅凳；另提供近二百份素餐予參展攤主，分享蔬食健康
飲食。

 ◆ 2021.04.22 中國大陸瀋陽慈濟志工開闢大愛農場，傳遞節水、有機栽培等環
境保護理念，自本日起進行除草、翻地、種植菜苗等開墾作業，
並建設雨水回收系統作為灌溉之用。

 ◆ 2021.04.22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獲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嶺南職業技術學院之
邀，舉辦「世界地球日」環境保護宣導活動，分享資源回收分類
等減碳知識。

 ◆ 2021.04.23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2020年8月起，於吉林省長春新區開啟環保足
跡，在樓道進行資源分類，疫情期間參與社區志願服務，獲當地
書記及社區物業管理單位大力支持；本日在物業服務中心提供的
門衛房，成立空港慈濟環保點。

 ◆ 2021.04.24 慈濟基金會與苗栗縣政府消防局、環境保護局等單位合作，於慈
濟苗栗園區舉辦「波力救援小英雄•親子防災總動員」活動，透
過水兵橫渡、心肺復甦術等分站教學，傳遞防救災安全知識；另
結合「減塑同盟假日市集」，宣導減碳零廢等環境永續觀念。

 ◆ 2021.04.24 慈濟印尼分會舉辦線上榮董聯誼會，介紹慈濟防疫救援進度、巴
路賑災援建現況、一百萬春節禮包發放及東努沙登加拉省水患賑
災報告，同時也分享印尼慈濟醫院籌建現況，逾五千人參加。

 ◆ 2021.04.24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自2013年3月起，定期在上海市徐匯區佳友小
區進行資源回收暨環保宣導，本日共十五人參加。另，也在寧波
小區進行資源回收分類活動，共二十五人參加。

 ◆ 2021.04.24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江蘇省南京市參與「第八屆泉峰愛心長跑」
活動，在牛首山風景區現場進行資源回收暨環境清理，分享低碳
生活。

 ◆ 2021.04.25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於桃園靜思堂，舉辦本年度首場「高僧

上海慈濟志工在「光合作

用．社區花園節」現場，

發揮創意，示範將回收寶

特瓶內塞滿碎塑膠片，做

成可以承重的環保椅凳，

與群眾分享。攝影／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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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叢書發行感恩會」巡迴活動，透過音樂手語劇等節目，傳遞祖
師大德弘法精神，各界諸山長老、會眾等共八百三十人蒞臨。

 ◆ 2021.04.25 慈濟雲林北港聯絡處本日起連續五天，應邀在北港朝天宮媽祖遶
境活動期間，協助備辦素食便當，分享予信眾及弱勢團體，傳遞
茹素護生理念。

 ◆ 2021.04.26 南投縣草屯鎮慈濟志工，參與龍德廟慶祝保生大帝聖誕所舉辦的
遶境祈福活動，為隨香信眾提供素食，並宣導減碳等益處，另設
置行動浴佛臺，邀請民眾同沐佛恩。

 ◆ 2021.04.27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2018年9月起於湖南省長沙市金茂梅溪湖小
區帶動資源回收分類，獲鄰里認同，本日應邀與社區合辦「善待
地球•我愛我家｣環保宣導活動，並結合蔬食聯誼，推廣茹素減
碳行動。

 ◆ 2021.04.30 臺南市慈濟志工本日至5月2日，參與安南區鹿耳門聖母廟「辛丑
科禳災祈安香醮」活動，提供環保碗筷供香客用餐，並協助清
洗，同時宣導資源回收分類。

 

五月
 ◆ 2021.05.01 慈濟加拿大北多倫多聯絡點參與萬錦市（Markham）「世界地

球日」系列活動，本日志工一行十三人，因應新冠肺炎防疫需
求，避免群聚，分小組於柏吉廣場公園（Berczy Square）清掃
周邊環境。

 ◆ 2021.05.02 證嚴上人不捨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生命浩劫，殷殷叮嚀，這波災
疫是大自然啟迪人類的「大哉教育」，應對提供生存資源的天地
懷抱感恩，並懺悔欲念放縱下，所造的生態破壞、刀兵征戰等惡
業，尤其是對無數生靈的吞食，最是結怨結仇；因此呼籲眾人提
起「完整的愛」⸺不僅人與人之間相互關懷，也要珍惜人與環

臺南慈濟志工在鹿耳門

聖母廟三年一度的祈安

香醮現場，向會眾推廣

環境保護，引導資源回

收，並協助清洗餐具。

攝影／郭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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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依存關係，更要對動物懷有生命等值的尊重。
迎接慈濟五十五周年，慈濟基金會展開感恩祈福系列活動，為加
強推廣「完整的愛」理念，與靜思人文合作，5月2日在花蓮靜思
精舍協力廠舉辦「青銀蔬醒市集•完整的愛」，邀集素食店家、
慈濟志工等設攤，以新世代料理與傳統美食的味蕾饗宴為媒介，
融入「純素」護生、「無痕」零廢棄及「青銀」同樂概念，營造
親友同歡、老少共聚的時光，一起響應低碳綠生活。
活動當日的隔週為母親節，除了廣邀社區民眾參加，提前過節
外，也帶動慈濟照顧戶、居家關懷戶，以及養護中心院友等與慈
濟長期互動的慈善機構共襄盛舉，圓滿孝道倫理，並進而當下反
思：人類不該為了口腹欲望，剝奪動物家庭也享有生命的權利。
各式攤位有適合長者口味的炒米粉、油飯、擔仔麵、草仔粿等古
早味，也有青年族群最愛的漢堡、關東煮、麵包烘焙，及燕麥奶
咖啡等新創餐點，透過共食共餐，促進世代交流。另外，為避免
製造垃圾，則鼓勵大家自備或租借環保餐具，讓傳統日常無塑、
零廢的生活方式，在新世代傳承、落實。

現場打造的不單單是美食市集，另規劃有原民特色舞蹈、音樂演
奏等表演的舞臺區；以及「健康促進行動車」⸺慈濟科技大學
移動式親子共讀故事屋，帶來的老師說故事時間，還有與健康、
蔬食相關的繪本書籍；並有環保闖關遊戲區等適合親子互動、闔
家同歡的活動項目。
而在揭開市集攤位活動以前，更特別邀請元禾食堂顧問徐立亭，
進行一場蔬食講座，分享茹素是幫助自己回歸清淨本心的一條道
路，以此信念，在推廣純素飲食的過程中雖遇跌撞挫敗，仍義無
反顧；並祈願人人一起打造純素天堂，不讓動物的淚水在餐桌上
氾濫。

「青銀蔬醒市集」在花蓮

靜思精舍協力廠舉辦，活

動結合零廢棄理念推廣，

鼓勵民眾自備環保碗筷參

加，響應裸買裸賣的環保

行動。攝影／陳土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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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五十五周年慶「青銀蔬醒市集」的活動宗旨，是一種教育，
期將愛人、愛地、愛眾生此「完整的愛」理念傳遞而出，讓無
肉、無痕、無欲無爭的生活形貌降低地球負擔，使青山無損、綠
水無傷，留給下一代更適合生存與友善的環境。

 ◆ 2021.05.02 臺南市慈濟志工參與麻豆護濟宮茹素推廣活動，協助烹煮及打包
餐盒予民眾結緣，總計送出一千八百五十份。

 ◆ 2021.05.03 加拿大溫哥華慈濟志工成立線上品書會，以響應2020年臺灣志工
發起的「靜思法髓妙蓮華入經藏讀書會」活動，本日慶祝周年，
二十餘位志工連線分享參與期間的收穫與感動。

 ◆ 2021.05.03 慈濟美國總會與慈善機構（Cred Global）合作，5月3日至6月2日
推出「三十天身心靈健康挑戰（30 Day Well-Being Challenge）」
活動，邀請民眾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進行正向行動實踐記錄，每
週並安排線上互動講座，分享慈悲、正念、感恩等主題，緩解疫
情期間心理壓力，共來自十一個國家，二百二十一人參加。

 ◆ 2021.05.04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4、5日前往江西省蓮花縣坊樓鎮屋場村，入
戶訪視、進行資源回收分類。

 ◆ 2021.05.04 慈濟基金會行動環保教育車巡迴展，自4日起至21日陸續進駐南
投縣竹山國小，及新竹市竹蓮國小、龍山國小，透過分站闖關方

元禾食堂顧問徐立亭受邀

在「青銀蔬醒市集」進行

一場蔬食講座，分享自己

成為純素飲食者的發心動

念過程，及實踐、推廣的

經歷。攝影／詹進德

傳遞環保、護生的「青銀

蔬醒市集」也結合老少同

樂概念，現場還有「健康

促進行動車」移動式故事

屋，讓親子有共讀機會。

攝影／呂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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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傳遞珍惜資源、環境永續理念。

 ◆ 2021.05.07 高雄、彰化慈濟志工與大愛媽媽，分別受邀於高雄左營國小、文
賢國小，及彰化水尾國小等校舉辦母親節孝親感恩活動，透過奉
茶、獻花等環節，感謝養育之恩。

 ◆ 2021.05.08 尼加拉瓜慈濟志工於瑪莎恰帕社區（Masachapa）舉辦清潔活
動，帶動社區志工及居民至河畔打掃環境，並進行資源回收暨分
類，約二十人參加。

 ◆ 2021.05.10 臺中市光明國中慈少社於2008年成立，每學期由慈濟志工陪伴進
行生活倫理、環境教育等人文課程，本日邀請口足畫家曾啟雄，
分享以勇氣、毅力面對生命的挫折，約六十位學子參加。

 ◆ 2021.05.10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獲雲南省昆明市政府單位及狀元樓社區認
可，4月6日起在原垃圾轉運地點，進行資源回收分類，分享資源
循環、減廢理念及實踐方法。

 ◆ 2021.05.18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在湖南省邵陽市進行資源回收分類，分享塑料
氾濫對生態的危害，以及資源回收再製等減碳理念。

 ◆ 2021.05.23 慈濟臺南經藏演繹種子團隊因新冠肺炎疫情，共修活動改為線上
進行，本日起每週日及一、三、五，分享證嚴上人開示影片等內
容，以沉靜心靈。

 ◆ 2021.05.25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升溫，社會資訊龐雜多元。慈濟基金會響應證
嚴上人「停聽看」呼籲，推出「防疫心生活」企畫，含線上精進
共修、醫療防疫知識等；其中「靜思•愛•關懷」直播活動，即
日至7月25日，每週二至日下午3時在慈濟官方臉書直播，分享慈
濟防疫進度、心靈沉澱方法、溫馨互助故事等主題，幫助民眾在
三級警戒下安定身心，以正能量面對未來。

 ◆ 2021.05.29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分別於江蘇省昆山市珠江御景花園慈濟環保
點、東輝緣社區公園，進行資源回收分類，透過塑膠容器的生成
暨再生故事、分站闖關遊戲等，傳遞衛生知識，及資源回收與經
濟循環概念，約一百八十位居民參加。

六月
 ◆ 2021.06.01 慈濟基金會與慈濟科技大學合作舉辦「第五屆全國慈悲科技創新

競賽」，本日起至7月13日開放報名，本屆參賽對象首度由大專
院校擴及高中職，鼓勵更多青年學子發揮慈善心與創造力，實踐
公益行動。



500

55
 ◆ 2021.06.02 日本東京慈濟志工長期關懷「微笑工房」喜憨兒庇護工場，同時

推廣茹素減碳理念，本日前往舉辦素食交流會，為學員及照護員
備辦四十四份餐食，並帶動團康活動。

 ◆ 2021.06.04 花蓮靜思堂「健康故事屋」因應臺灣新冠肺炎疫情攀升，5月13

日起暫停每週親子共讀等各項活動，本日推出線上學習資源，首
次主題為「龍舟來•送疫情」，由慈濟志工示範運用植物製作船
身，邀請親子動手實作，提前過端午。

 ◆ 2021.06.05 慈濟美國華府分會志工，本日重啟馬里蘭州霍華德郡（Howard 

County）家林路掃街活動，共十位親子參加。志工認養該街道清
潔工作超過十年，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暫停清掃。

 ◆ 2021.06.05 中國大陸江蘇省無錫慈濟環保教育基地成立六周年，本日與市府
及民間機構合作，在無錫廣播電視臺舉辦「給孩子一顆幸福的種
子」世界環境日活動，透過手語演繹、遊藝會等傳遞減廢理念；
其中，與環保示範學校簽約共推環境教育；另啟動「無錫素食聯
盟」，結合蔬食餐廳推廣茹素減碳，現場約五百人與會，約十七
萬人透過網路直播觀看。

 ◆ 2021.06.05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與北京市青棠灣物業、社區居委會合作，舉辦
「與地球共生息」世界環境日活動，透過環保酵素製作、健康
蔬食、資源分類、環保產品等六個站點，傳遞綠生活理念，共
一百三十二位居民參加。

 ◆ 2021.06.05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宣導世界環境日，與福建省漳州市南靖縣環
境衛生服務中心等機構合作，舉辦「垃圾不落地•漳州更美麗」
環保宣導活動，帶動環衛工人、志願者參與資源回收入戶推廣、
分類實作等項目。

 ◆ 2021.06.05 中國大陸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與福建省連城縣人民政府合作，發
起「美麗四堡，村莊清潔百日行動」，本日於四堡鎮舉行啟動儀
式，推廣暨實踐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志工偕同縣長、鎮長等領導
入戶發環保倡議書，並參與及帶動四堡鎮中小學師生約一百二十
人，進行校園周邊掃街，培養環境保護意識。

 ◆ 2021.06.05 中國大陸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舉辦「2021蔬醒時代公益映像大
賽」活動，邀請個人或團隊，透過原創影音、動畫等短片形式，
創作以健康蔬食、環境保護、尊重生命為主題的作品，本日起至
9月30日開放徵選。

 ◆ 2021.06.09 香港北角道慈濟環保點於2010年11月3日起運作，每週三進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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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回收分類暨宣導，帶動社區居民及店家參與，本日志工於街坊
致送素粽應節，感恩鄉親長年支持。

 ◆ 2021.06.12 印尼金光和氣慈濟志工響應世界環境日，進行系列環保活動，本
日於當格朗縣（Tangerang）馬武克村（Dusun Mauk）種植一萬
棵紅樹林樹苗。志工為協助維護生態，自2019年起定期在該地造
林，至今累積種植三萬棵。

 ◆ 2021.06.12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西鄉塘區衡陽街道
廣西一建住宅小區進行資源回收分類，帶動商鋪、居民參與資源
回收暨分類，本日至26日止約三十人參加。

 ◆ 2021.06.13 慈濟桃園八德聯絡處舉辦「淨饍心生活雲端講座」， 本日起共
進行七次課程，邀請中醫師洪友仕等人，分享透過現代醫學新
知，融合中醫養生智慧的健康飲食法，吸引臺灣、澳洲、加拿
大、馬來西亞等地學員參加。

 ◆ 2021.06.14 慈濟馬來西亞北海支會展開關懷醫護暨素食推廣行動，除結合蔬
食餐廳製作便當，並帶動照顧戶承擔主廚及協助運送，本日起至
22日止，於甲拋峇底醫院共送出九十四份餐食。

 ◆ 2021.06.15 嘉義、臺南慈濟志工為慰勞前線醫護防疫辛勞，本日展開送餐暨
蔬食推廣行動，結合素食餐廳，至本月底每天製作便當予大林慈
濟醫院醫護團隊享用。

 ◆ 2021.06.16 慈濟紐西蘭分會響應奧克蘭醫管局推廣健康飲食，本日起至7月
1日，分六個場次舉辦茹素推廣活動，邀請各社區關懷點長者參
加，內容包含營養講座，及香積飯體驗、蔬果猜謎等遊戲，約
一百二十人出席。

 ◆ 2021.06.19 中國大陸慈濟昆山環境教育基地成立八周年暨世界環境日主題活
動，邀請市生態環境局、城市管理局等機關、學校，及社區民眾
共襄盛舉，共同關心環境保護。

昆山慈濟環境教育基

地啟用八周年，志工

將環保導覽館重新布

展，並邀請大眼探索

美術實驗室教師以回

收 材 料 布 置 海 洋 世

界，藉以省思生態危

機。攝影／林文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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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19 慈濟臺南善化聯絡處二度出借靜思堂，作為市府新冠肺炎疫苗施

打場地，本日志工除為現場醫護及工作人員準備素食便當外，另
在休息區對民眾進行蔬食宣導，邀請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賴俊良
分享健康茹素觀念，提升免疫力。

 ◆ 2021.06.19 慈濟基金會本日至7月15日，提供高雄靜思堂作為新冠肺炎疫苗
注射站。高雄慈濟志工在現場協助引導、關懷，同時推廣健康茹
素理念，並為醫事及工作人員備辦蔬食便當，逾一千五百人次響
應。

 ◆ 2021.06.19 尼加拉瓜慈濟本土志工前往珞馬翎達區進行社區關懷，為當地孩
童舉辧靜思語教學活動，提供熱食並為當月壽星舉辦小型慶生
會。

 ◆ 2021.06.21 慈濟臺南分會推廣茹素祈福，於21至28日每天提供蔬食午餐，予
市政府雙市政中心各局處人員，及水利局、消防局等單位職工，
近九千人次共襄盛舉。

 ◆ 2021.06.21 高雄慈濟志工結合蔬食業者，舉辦「健康挑戰21」茹素推廣活
動，第一梯次於本日起跑，邀請民眾體驗二十一天全食植物飲
食，並透過驗血報告，見證茹素益處。該活動源自慈濟馬來西亞
雪隆分會，高雄為馬來西亞以外，參與響應的第一個地區。

 ◆ 2021.06.22 靜思人文委請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心血管暨粒腺體相關疾病中
心，合作研發由八種藥用植物配製的淨斯本草飲，由協力志業股
份有限公司，以「淨斯本草方」為品名，於本日獲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核發中藥外銷專用許可證，並委託勝昌製藥廠股份
有限公司製造濃縮散劑。

 ◆ 2021.06.23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與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香坊區進鄉街道聯草社
區合作，舉辦「珍愛地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活動，透過環保
知識搶答、回收再生製品展示，及資源分類體驗等環節，分享簡
約生活理念。

 ◆ 2021.06.25 馬來西亞吉蘭丹慈濟志工透過網路媒體平臺（Facebook），本日
發起「一素一善•為疫情祈福」活動，邀請民眾在六十天內完成
一百餐素食，並鼓勵捐款，以籌募醫療器材採購經費，援助醫院
抗疫。

 ◆ 2021.06.26 美國舊金山慈濟志工於灣景獵人角學區（Bayview Hunter's 

Po in t）推動「幸福校園計畫」逾十二年，每年並舉辦夏令
營活動，促進學子身心健康；今年以「年輕的勇士（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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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iors）」為題，自6月26日起連續七個週末，透過靜心、瑜
珈、團隊合作等課程，引導學員學習人際互動、自我探索，及環
保生活。

 ◆ 2021.06.26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在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舉辦健康關懷活動，
邀請醫護人員為投入資源回收分類的群眾進行健康檢查，並提供
身體保健知識。

 ◆ 2021.06.29 英國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莫爾文（Malvern）慈濟志工推廣
素食，於社區舉辦端午節包素粽體驗活動，共八名會眾參加。

七月
 ◆ 2021.07.01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因業務需求，即日起，敦聘姚仁祿擔任

合心精進長；原副執行長兼廣電總監葉樹姍轉任第六屆董事。

 ◆ 2021.07.01 慈濟加拿大分會舉辦「環保護生愛地球」推素暨掃街活動，卑詩
省列治文市、高貴林市、溫哥華市、本拿比市、素里市、蘭里
市，以及亞伯達省卡加利市等地志工，同日進行社區清潔，並向
民眾推廣蔬食減碳，共一百七十五位志工及眷屬參加。

 ◆ 2021.07.03 紐西蘭奧克蘭慈濟志工應歐塔拉公園（Otara Park）管理單位邀
請，於邦德保留地（Bond St. Reserve）溪畔進行環境清潔，共
十二人參加。

 ◆ 2021.07.05 北區慈濟志工參與怡盛物業管理集團慰勞醫護送餐行動，5至27

日協助送出一萬零二百份素食便當，予臺北慈濟醫院。

 ◆ 2021.07.06 馬來西亞吉打州慈濟志工與餐廳業者合作，發起醫院送素餐活
動，慰勞前線新冠肺炎防疫人員，同時傳遞健康蔬食觀念，本日
送往居林（Kulim）中央醫院。

 ◆ 2021.07.07 中國大陸天津市薊州區漁陽鎮司法所「愛在漁陽志願服務隊」，

英國慈濟志工舉辦端

午 節 包 素 粽 體 驗 活

動，邀請社區民眾參

加，同時推廣蔬食行

動、環保減碳理念。

攝影／王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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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4月起，陸續前往曲院風荷慈濟環保站參與資源回收分
類，本日為第三次活動，約三十人參加。

 ◆ 2021.07.08 荷屬聖馬丁慈濟志工本日起，於聯絡點開啟大愛臺節目《靜思晨
語•靜思妙蓮華》共修活動，分享聞法心得。

 ◆ 2021.07.11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定期於上海市長寧區新涇六村進行資源回收分
類；本日吸引二十位扶輪社社工員參加，體驗資源分類，並隨志
工、居民清潔社區環境。

 ◆ 2021.07.12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於5月轉趨嚴峻，在全臺防疫升為三級警戒並
持續延長後，大眾的日常受到衝擊，原本熙來攘往的街區，因校
園遠距教學、職場分流辦公等避疫措施，及部分商家縮短營業或
自主停工，而顯得清冷。隨著染疫人數激增，北區醫療系統負荷
呈現超載，儘管如此，第一線醫護、警消等防疫人員仍堅守崗
位，為防堵疫病全力付出。
北區慈濟志工不忍防疫前線肩扛重責，長時工作又無暇顧及用
餐，希望他們在卸下厚重的防護裝備後，可以好好吃一頓補給
體力、營養十足的餐食，故與榮董團隊發起送餐行動，結合慈
友會、慈警會等資源，出資分送雙北地區各大醫療院所及警消單
位，為他們鼓舞打氣的同時，也推廣茹素祈福理念。
除了顧念醫護的辛勞，志工也希望支持用心經營，但因內用禁令
而暫時歇業的素食餐飲業者，於是和多家優質素食餐館合作，讓
暫熄的爐火再次升起，製作蔬食便當，提供給願意接受送餐、響
應茹素的醫事機構及警消單位。送餐行動自5月底起跑，6月初結
合計程車隊協助運送至各點，幫助防疫期間生意一落千丈的運輸
業者紓困經濟，其中也有司機懷抱共善心念，提供免費運送。

志工在送餐過程充分感受到臺灣疼惜醫護的愛心能量，用餐時
刻，醫院門口總是匯集許多個人或民間團體致送的食品，然大多

北區慈濟志工、榮董

團隊結合素食餐廳，

展開為醫護、警消送

餐暨素食推廣行動；

志工將便當、點心送

達醫院，並感恩院內

人員為防疫付出。攝

影／張律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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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葷食，更加深志工推廣茹素的決心，也圓滿院內人員素食需
求或想嘗試素食的期待。為了讓不常吃素的朋友深刻體驗蔬食美
味，志工務求每日餐盒菜色富有變化，除了中式口味，也有漢
堡、蔬菜卷等異國料理，並統合不同餐廳，以交叉方式供應，讓
享用者發覺素食的豐富性，扭轉以往只有加工素料的刻板印象。
為表達對防疫人員的尊重，志工堅持盛裝餐盒的紙箱不落地，並
確實施行衛生清潔及載運車輛消毒等防疫工作。另外，餐蓋附有
證嚴上人叮嚀語或靜思語，期待接受者面對讓人驚豔的素食料理
時，除了享有味蕾的滿足，更重要的是心靈的沉澱與淨化。
推素團隊截至7月12日，總計提供雙北二十四間醫療院所、
六十七處警消單位超過十一萬個素食便當。除了北區，各地慈濟
志工也發起與餐廳、小店家合作推素的模式，用蔬食，為前線防
疫作戰人員疏解辛勞，獻上點滴感恩。而當志工看見一張張來自
用餐者的溫馨回饋卡片，及答覆願意持續素食的意願，也讓志工
更有信心預見蔬食風潮的發酵。

 ◆ 2021.07.12 桃園慈濟榮董團隊與蔬食餐廳業者合作，本日起製作素食便當，
予內政部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感恩守護防疫第一線人員的辛
勞，同時推廣健康茹素、減碳及護生觀念。

 ◆ 2021.07.12 新北市板橋區慈濟志工慰勞前線醫護人員防疫辛勞，發起送餐暨
推素行動，6月28日起結合餐廳業者，每日致送蔬食便當予亞東
醫院，本日更送上淨斯產品等結緣禮，表達祝福與感恩。

 ◆ 2021.07.12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根據醫學統計，高血糖、高血壓、高血脂的
「三高」及慢性疾病患者，會增加染病後重症或死亡風險；而這
些宿疾根源，其中一項重要的罹病因素，多與重鹹、嗜甜、缺乏
膳食纖維等飲食習慣有關。

臺北市馬偕紀念醫院員

工 ， 接 獲 北 區 慈 濟 志

工、榮董團隊結合素食

餐廳製作的送暖打氣素

食餐盒後，開心合影，

向志工表達感謝。攝影

／曹惠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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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來西亞擔任營養醫學、生活醫學及抗衰老醫學顧問的小兒科
醫師，同時也是雪隆慈濟人醫會召集人的陳成亨，多年來宣導素
食與健康，致力分享以植物飲食控制或逆轉慢性疾病。眼見馬來
西亞受疫情籠罩，在其號召下，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發起「健
康挑戰21」素食行動，推廣全食植物性飲食；活動於2020年11

月15日自沙登新村（Serdang）起跑，邀請民眾報名響應二十一
天，並透過健檢數值前後比較，見證健康改善狀況，進而持續茹
素，提升免疫力。
推廣團隊考量許多人不懂得如何烹煮全素料理，且經常外食，故
結合餐館業者，以美國生活方式醫學學院（American College of 

Lifestyle Medicine）提倡的健康餐盤概念為標準，打造無奶蛋的
全植物營養餐⸺二分之一蔬果、四分之一全穀類，及四分之一
植物性蛋白質食物；料理方式不僅不能煎、炸、炒，調味方面嚴
守少油、少鹽、少糖、無味精及現成醬料，並拒絕精緻澱粉與加
工食品。
活動期間，參加者只需自備素食早餐，午、晚餐則由餐廳業者備
辦，送抵指定地點或自行前往取餐。由於全食植物性飲食對許多
餐廳而言是一陌生概念，志工團隊在過程中不斷陪伴業者，一起
試吃、測試份量及討論擺盤等，務期透過嚴格把關的營養蔬食，
讓參加者感受身體狀況的改善。
除了餐食提供，志工每週亦推出線上交流會，內容包括正確飲食
知識、全食植物烹飪法等，參加者也能藉此向人醫會醫療團隊
提問，並分享心得。活動圓緣當天，醫師會根據參加者的驗血數
據，分析整體表現，並依據成果，頒發最佳血壓改善、最佳膽固
醇改善、最佳體重改善等獎項，予以鼓勵。
不只參加者備受鼓舞，志工團隊醫護人員在短短三個星期內，看
到這麼多人因為落實健康餐盤，驗血指數發生顯著地正向變化，
如「三高」降低、三酸甘油脂下降等，都覺得十分振奮，驗證了
營養均衡的天然素食，真的可以讓身體更健康；雖然它不能取代
醫療，卻是一個值得嘗試的飲食選擇。
截至2021年7月12日止，起而響應活動的社區範圍擴及古晉，
共圓滿了十五個梯次，累計逾千人參加，其中近半數為非素食
者，成功達到素食推廣的目的，也讓已經茹素的人，懂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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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素。如今，「健康挑戰21」不只在全馬各地持續推展，
其他國家地區如臺灣、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慈濟志工也紛紛效
法，接力進行。

而臺灣高雄，即是馬來西亞以外第一個展開行動的地點；活動於
2021年6月開始，除了餐盒，志工也貼心錄製「大廚到我家」影
片，並協調餐廳製作料理包、食材包，讓學員在沒有供餐的週
末，也能嘗試在家動手做。另外，再搭配伸展肢體及核心肌群的
線上運動教學，雙管齊下強健體魄。
8月起，花蓮、嘉義慈濟志工亦分別和花蓮慈濟醫院、嘉義慈濟
診所攜手發起「挑戰」行動。花蓮區係由慈院心臟內科醫師張懷
仁領隊作為醫療後盾，其引用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之語，
「你的藥物就是你的食物」，提醒大眾與其生病了再吃藥治療，
不如患病前，就透過全植物的營養攝食法，避免疾病上身，而這
也是「健康挑戰21」的宗旨。
志工團隊認為，「健康挑戰21」是一項較為長遠的推素方式。
二十一天，自心理學角度而言，是習慣養成的最短周期，尤其歷

高雄慈濟志工透過鏡

頭 ， 向 「 健 康 挑 戰

21」活動參與者，分

享如何少油、少鹽、

少糖，及不使用加工

調味料，僅用天然食

材來製作豐盛早餐。

攝影／王瑾

花蓮慈濟醫院醫護人員

為參加「健康挑戰21」

活動的民眾，進行抽血

檢查，分析健康改善狀

況；慈濟志工協助民眾

測量體重、腰圍、血壓

等項目。攝影／薛崑城



508

55
經了健康實戰體驗的好成績，會讓參與者更有信心和毅力，更具
自發性地，將健康素食培養成生活方式的一部份，志工期待蔬食
為主的均衡飲食，能藉由口口相傳在社區傳播，讓其成為飲食的
新趨向。

 ◆ 2021.07.14 慈濟香港分會參與第三十一屆香港書展，14至20日於展覽中心
（HKCEC）設置展位，陳設靜思人文書系與淨斯產品，啟發心
靈成長，同時推廣蔬食護生理念。分會自1997年起持續參加，
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取消，今年復辦後再度參展。

 ◆ 2021.07.14 高雄苓雅區慈濟志工展開關懷防疫人員暨推素行動，6月8日起與
蔬食餐廳合作，分送便當至市立大同醫院、阮綜合醫院，及苓雅
分局與轄下各派出所等單位，截至本日送出逾二千份。

 ◆ 2021.07.15 慈濟加拿大加東分會應華人諮詢社區服務處（C e n t r e  f o r 

Information & Community Services）邀請，自6月17日起合辦四場
線上環保講座，主題含低碳生活實踐、健康蔬食料理，及天然堆
肥、清潔劑製作等內容，本日進行最後一場。

 ◆ 2021.07.16 澳洲柏斯市慈青於16至18日，舉辦「第十五屆柏斯慈濟大專青年
生活營」，以「就是現在」為主題，凝聚環保共識及行善力量，
共十九位學員參加。生活營受人力、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響，
停辦三次，今年復辦。

 ◆ 2021.07.18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應邀於江蘇省南京市青年企業家「閩臺杯」
籃球聯賽現場分享資源回收分類，以回收物布置各式遊戲道具，
透過闖關方式，傳遞茹素減碳、塑膠減量，及資源循環再利用的
知識。

 ◆ 2021.07.19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與福建省龍岩市連城縣四堡鎮人民政府合
作，舉辦為期二十一天的「大愛童行⸺暑期快樂生活營」，

慈濟四堡鎮「大愛童行—

— 暑 期 快 樂 生 活 營 」 學

員 ， 在 大 愛 媽 媽 的 陪 伴

下，分組用黏土在色紙上

作畫，呈現當地文物古蹟

玉沙橋之美。攝影／沈喜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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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戶外環境教育、團隊合作等學習方式，提升品格修養，及進
取、關愛社會的人生觀，本日開營，共三十位學員參加。

 ◆ 2021.07.20 英國慈濟志工推廣茹素減碳，成立「素食廚房」臉書粉絲頁，分
享料理教學等資訊，2021年更展開「素食廚房到你家」活動，於
政府宣布防疫解封後，本日首次直接至民眾家中，利用現有食材
示範烹飪。

 ◆ 2021.07.23 中國大陸福建省廈門市鼓浪嶼內厝社區「環保倡議家」暑期社會
實踐活動學員，分批參訪內厝社區慈濟環保站，透過資源分類實
作，了解環境保護觀念與知識。

 ◆ 2021.07.25 花蓮慈濟志工與花蓮慈濟醫院合作，展開「健康挑戰21」活動，
結合醫師、營養師及素食餐廳，設計全植物飲食菜單，邀請民眾
連續響應二十一天，並透過前後驗血報告比對，見證健康轉變，
本日舉辦線上說明會，第一梯次活動於8月2日啟動。

 ◆ 2021.07.25 加拿大卑詩省列治文慈濟志工舉辦親子淨灘活動，分別於7月25

日、8月29日在吉爾伯特海灘（Gilbert Beach）進行環境清潔，共
四十五人次參加。

 ◆ 2021.07.27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5月中旬進入社區感染階段，並持續擴大，19

日起全面調高疫情警戒為三級，各地環保站點配合管制措施，暫
停對外開放暨運作兩月餘，本日因防疫降級陸續重啟，但仍維持
實名制、人數管控、社交距離及按時消毒等規範。

 ◆ 2021.07.29 慈濟泰國分會本日起，週一至週五結合餐廳製作素食便當，提供
給曼谷及附近地區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推廣茹素護生，並為他
們加油打氣。

 ◆ 2021.07.31 慈濟美國哥倫布聯絡處舉辦兒童夏令營，內容以生態課程為
主，包含參觀自然教育中心（Nature Center)，及在市立公園

英國慈濟志工展開「素

食廚房到你家」活動，

透過預約方式，直接前

往民眾家中，用現有食

材完成菜色。攝影／楊

曉媚



510

55
（Highbanks Metro Park）進行戶外學習等，透過認識動植物及環
保手工藝、蔬食午餐等活動，體悟人與環境和諧共生的重要。

 ◆ 2021.07.31 靜思人文舉辦「2021靜思小志工暑期人文營」，本屆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改以線上方式進行，課程透過手語歌曲、靜思語教學
等，傳遞行善行孝理念，本日開營，學員擴及日本、馬來西亞、
美國、澳洲等地，超過五百人參加。

 ◆ 2021.07.31 慈濟美國喜瑞都聯絡處參與當地政府在肯納比社區公園（Don 

Knabe Regional Park），舉辦的資源展覽會，志工和民眾互動，
介紹慈濟志業理念，並致送洗手液，及靜思語書籤等結緣品。

 ◆ 2021.07.31 中國大陸上海濱江森林公園受烟花颱風影響，親水平臺與堤岸邊
充斥殘木斷枝、塑膠垃圾等廢棄物。慈濟志工應公園管委會邀
請，參與園方發起的淨灘活動，在現場進行後勤支援，為參與者
提供飲用水、口罩、手套及打掃用具，並協助資源回收暨分類、
清運等事宜。

 

八月
 ◆ 2021.08.01 斯里蘭卡慈青推廣茹素減碳，自2020年1月起至2021年8月1日止，

共舉辦十二次「蔬食一起來（Vegiehaze）」活動，由青年志工料
理，邀請民眾認購餐食，並使用可分解或可回收材質包裝，同時
傳遞減廢理念，期間共募得近二千餐，所得款項用於慈善濟助。

 ◆ 2021.08.02 慈濟馬來西亞武吉淡汶聯絡點主辦「21天挑戰素食」活動，以
帶動茹素風氣，本日起至22日免費提供早午餐予參加者，共結
緣八百六十八份餐食，並於29日舉辦線上圓緣分享會，交流體
驗心得。

 ◆ 2021.08.02 慈濟美國西雅圖支會2至6日舉辦慈幼暑期課程，內容以環保為主
題，透過菜園巡禮、創意植栽、手工皂製作及蔬食料理等體驗活
動，提升低碳生活意識，共十二位學員參加。

上海濱江森林公園受烟花

颱風影響，堤邊大量堆

積被風浪沖上岸的海洋垃

圾。慈濟志工參與園方發

起的淨灘活動，進行資源

分類。攝影／胡紅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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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02 新加坡慈濟志工結合醫師、營養師及蔬食店家，推廣「健康挑戰
21」茹素活動，8月1日舉辦線上說明會，本日正式起跑，約三十
位參加者持續二十一天，透過全食植物性飲食，體驗健康改善成
果，了解素食的重要。

 ◆ 2021.08.07 慈濟加拿大列治文聯絡點本日起連續四個週六，於慈濟愛心農場
舉辦「夏日親子體驗營」，活動項目有田園巡禮、花藝體驗、蔬
食烘焙等，培養孩童生活禮儀及對天地的尊重。

 ◆ 2021.08.08 慈濟香港分會與香格里拉飯店集團合作，舉辦「線上線下愛心茹
素計畫」活動，邀請民眾報名挑戰，每週至少三餐茹素，另有健
康講座暨諮詢、素菜烹飪教學等內容，以此帶動蔬食風潮，6月
正式啟動，本日圓緣。

 ◆ 2021.08.08 加拿大卑詩省本拿比、列治文慈濟志工分別於8、29日，舉辦
「蔬食無痕野餐」活動，在中央公園及慈濟愛心農場，透過茹素
交流、農園巡禮及清潔環境等活動，凝聚低碳綠生活意識，志
工、社區民眾超過七十人參加。

 ◆ 2021.08.11 大愛電視臺於臺中慈濟醫院，舉辦醫療衛教節目《大愛醫生館》
開播二十年慶祝會，並宣布該節目正式進入網路平臺，隨選隨
看。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合心精進長姚仁祿親臨祝福，並授
獎予節目主持人簡守信院長。

 ◆ 2021.08.14 慈濟基金會「2021年慈濟受證教師聯誼」，採雲端視訊會議方式
進行，共二百四十二位學員參加。慈濟教師聯誼會於1992年成
立，宗教處自2018年起舉辦聯誼活動，期讓人人找回初發心，及
對教育的熱誠。

 ◆ 2021.08.14 慈濟香港分會於靜思堂舉辦「大哉教育•非素不可」茶會，邀
請人醫會醫師分享茹素經驗，並以醫學角度向民眾解答如何健
康素食。

大愛電視臺舉辦醫療衛教

節目《大愛醫生館》開播

二十年慶祝會，慈濟志工

以壽桃、蘋果等禮物，向

主持人——臺中慈濟醫院

院長簡守信表達祝福。攝

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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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14 慈濟基金會舉辦「覺湛舞臺⸺青年影響力創造營」，邀請國三

應屆畢業生至高二生，透過以觀察力、實踐力、影響力為主軸的
課程，帶動社會議題觀察、社會參與實踐，及同儕交流；因維持
新冠肺炎疫情警戒，原定兩日的實體活動調整為半天，並採線上
進行。

 ◆ 2021.08.15 慈濟美國總會人文志業發展室自2017年起，著手拍攝的七部系
列佛教電影「菩提之路──慈悲流轉（Compassion in Action：On 

the Buddha's Path）」，全數入圍「2021年國際佛教電影節
（IBFF）」，6月21日至本日止，於佛教媒體平臺（Tricycle、
Buddha Film Foundation）播映。

 ◆ 2021.08.15 慈濟基金會舉辦「安住這疫關」慈善聯展繪畫徵文大賽，邀請五
歲以上中小學生、高中大專生及社會人士，以「同心共濟弭災
疫，彩繪蔬醒愛接力」為主題，分享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生活體
悟，本日起至9月15日徵件報名。

 ◆ 2021.08.18 靜思人文與寒舍集團合作推廣素食，由旗下臺北喜來登大飯店製
作蔬食便當，即日起至10月每週三，送往內政部警政署、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等單位，首日共送出五百七十份。

 ◆ 2021.08.21 慈濟澳洲黃金海岸聯絡處推廣七月吉祥月齋戒護生，於靜思堂備
辦五百份素食便當予會眾結緣，並帶動祈禱，祝福疫情消弭。

 ◆ 2021.08.21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與營養師合作，於江蘇省無錫市恒隆廣場舉辦
「親子素食DIY夏令營」活動，透過蔬果簡易料理、營養教育等
方式，推廣健康蔬食暨環保理念，共十對親子參加。

 ◆ 2021.08.22 慈濟澳洲柏斯聯絡處本日起連續四個週日，舉辦齋戒月活動，免
費向登記民眾發送蔬食便當，傳遞護生理念，送出超過一千份。
活動原訂5月進行，因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延後辦理。

 ◆ 2021.08.25 印尼大愛臺慶祝開播十四周年，舉辦大愛公益頒獎典禮，表揚為

印 尼 大 愛 臺 舉 辦

十 四 周 年 慶 祝 活

動，全體大愛臺同

仁及董事會，透過

連線參與，一同歡

慶。攝影／Metta 

Wuland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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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付出的個人、社會團體及政府機構；活動節目以預
錄方式進行，本日首播。

 ◆ 2021.08.28 慈濟基金會主辦第二屆「Life Maker人生創客」大專青年營，課
程結合設計思考方法學，邀請高三應屆畢業生及大專院校在校
生，經由活動覺察自我、規劃人生藍圖，進而啟發投入社會參
與，創造良善價值。本屆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定之實體課程改於
28、29日線上舉辦。

 ◆ 2021.08.28 慈濟澎湖聯絡處於28、29日舉辦「慈濟人文環保美育營」，課
程有創意陀螺DIY、環保分站闖關遊戲、禮儀之美及防疫你我他
等，計學員三十五人次、家長五人參與。

 ◆ 2021.08.29 澳洲柏斯慈濟志工受邀至袋鼠島（Heirisson Island Car Park）參與
「植樹日」活動，協助栽植七千株樹苗。

 ◆ 2021.08.29 英國蘇格蘭愛丁堡慈濟志工舉辦小型戶外茶會，邀約新舊志工、
會眾相互交流，分享參與慈善工作心得，及熟悉慈濟志業理念，
約十人參加。

 ◆ 2021.08.29 加拿大多倫多慈濟志工與市議員合辦社區（Willowdale）清掃活
動，本日約五十人參與環境清潔。

 ◆ 2021.08.30 嘉義慈濟志工與嘉義慈濟診所、市政府衛生局合作，展開「21天
健康飲食挑戰」全食植物飲食活動，邀請民眾藉由參與活動前後
血液報告比對，體驗健康改善成效，第一梯次於本日起跑。

 ◆ 2021.08.30 人類活動自十九世紀邁向工業化以來，為持續謀求生活便利，大
量使用石化能源及進行人為毀林的擴張開墾，加上塑膠垃圾氾
濫，導致全球異常高溫、生態體系惡化，極端氣候並為各地助長
森林惡火、蝗災、熱浪、洪患、土石流等災情。
臺灣同樣難逃氣候災難之苦，近年即常遇缺水危機、致災性暴
雨、山體滑坡等天然災害的侵擾。為培養暨深化全民對環境破壞
的覺知，教育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內政部消防署，多年來致
力推動環境與防災教育，期使民眾共同建立永續家園，同時具備
災害防救能力。
慈濟基金會推動環保生活化三十餘年，基於保護地球的強烈
使命，並意識災防觀念向下扎根的重要與迫切，2021年在教育
部、環保署、消防署的指導下，與PaGamO幫你優公司攜手，以
公益合作模式，特為兒童、青少年辦理「環保防災勇士養成計
畫」，在網路建置多人在線遊戲學習平臺，推出「環保防災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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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PK賽」。
該活動是一款透過答題，取得領土和積分的電競遊戲，玩家必須
熟悉豐富的環保知識，才能獲得高分以進入排名。當中的環境教
育防災題，係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葉欣誠指導；災
害防救部分邀請消防署出題；而防疫類題，則由慈濟醫院及慈濟
大學承擔。題庫皆通過精心設計，俾使參與者能學習正確、可運
用於日常的防備災觀念和方法。
「PaGamO」創辦人臺灣大學教授葉丙成表示，臺灣數位學習素
養不足，主要是家長擔心子女沉迷使用電腦、通訊、消費電子
等產品，但他認為善用科技可以翻轉傳統教條式的學習。教學
活化，不僅提升授課效率，也讓孩子成為課堂主角⸺為了在
遊戲中升級而查找答案，激發自主學習動機，達到以遊戲帶動
現實生活綠色行動的實踐。另外，「PaGamO」的玩家角色每日
有固定的能量值，當能量使用到達上限，便無法再繼續遊戲，
以避免成癮。
遊戲除了針對在學生，也對不同身分者開放適合賽制。如校內
盃、縣市盃屬校方報名的競賽，由各校學生一路從班級競爭、校
內角逐，到與縣內他校學生對決；臺灣盃是邀請國小三年級至高
中一年級學生，報名個人或團體賽；國際盃則開放予一般民眾，
並預定於明年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對手進行決賽。
其實早在今年5月，當臺灣疫情升溫時，慈濟基於「停課不停
學」理念，就開啟了與「PaGamO」線上遊戲學習平臺的合作，
提升學童防疫及珍惜資源觀念；7月再結合「青年線上伴學趣」
計畫，由大學生視訊課輔弱勢學童，引導思考友善環境、關懷社
會等人文議題。隨疫情趨緩，慈濟更把握全臺開學的機會，要將
環境教育數位遊戲課程推廣入校。

全 臺 慈 濟 志 工 入 校 推

廣 慈 濟 基 金 會 結 合

「PaGamO」線上遊戲學

習平臺，所推出的「環保

防災勇士PK賽」電競活

動，透過遊戲，建立環

保、防災知識。攝影／許

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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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進校宣傳之前，各地慈濟志工也在暑期如火如荼地展開
「PaGamO」教育培訓課，了解活動計畫、宗旨、系統操作等
推廣細節，並由志工充當學生，演練答題競賽流程。9月起在校
長、老師的支持下，「環保防災勇士PK賽」校內盃陸續於各校
開跑，由志工輔導校方舉辦賽事，讓環保防災素養深植學子心
田，知曉如何在食衣住行中減少碳足跡，進而發揮影響力，在家
庭、社區激盪出親子共學、共行的樂趣。

九月
 ◆ 2021.09.06 澳洲墨爾本慈青每年暑期進行大學校園蔬食推廣，迄今十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第二年採線上辦理，於6至10日舉辦齋戒週
活動，以「在地主義」為主題，鼓勵學員支持地方農產，減少碳
排放。

 ◆ 2021.09.10 教育部與內政部為鼓勵各級學校、民眾重視校園安全及防災教育
宣導，主辦「防災總動員⸺第八、九屆防災校園大會師」活
動。慈濟基金會與內政部消防署、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國家實驗研究院等十餘個國家機構參與協辦；而慈濟是活
動開辦以來，第一個受邀加入參展的民間團體。
展覽形式原為實體展，定於2021年4月舉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更改為線上進行，並延期開展。承擔慈濟展區規劃的北區慈濟
志工原已完成實體教具，在接獲異動通知後，在短時間內重新策
劃布展，完成以虛擬實境為呈現方式的展場，9月10日起至10月
10日，與其他一百五十八個虛擬攤位，含部會機關、縣市政府及
學校等，在雲端展示防災教育推動成果，並提供災防相關之學
習、互動體驗遊戲等內容。
防災總動員線上展共分為「防災校園館」、「地方政府館」、
「防災教育館」三大展區。慈濟基金會所屬的虛擬攤位在防災教
育館，內容有慈濟依長年賑災經驗，因應不同災難援助需求所研
發的物資，及「慈悲科技」設備簡介，如香積飯、淨斯多功能福
慧床、福慧環保隔屏、淨水器等，除了說明設備規格，也分享
研發緣起，啟發參觀者利他助人的悲心；另外，也展示2020年與
「選選研」團隊合作設計的緊急避難包，告訴民眾如何備妥救命
物品。
除了救災工具介紹，慈濟也以「地球發燒了」為題，呼籲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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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帶來的氣候災難，應從人人日常落實減廢、減碳做
起，才能終止氣候危機。其中並搭配與議題關聯的影片、知識
性遊戲，增加展覽的豐厚度與趣味性，吸引觀眾持續瀏覽，加
強學子、民眾災害危機意識及災後應變能力，為國民防災素養
的培育盡一分力。

 ◆ 2021.09.11 慈濟基金會第四屆「Fun大視野•想向未來⸺青年公益實踐計
畫」，本日舉辦「線上Demo Day」活動，邀請錄取的十一組團隊
分享社會創新企畫，以此交流平臺，帶動更多年輕世代關注社會
議題。活動原為實體發表會，因新冠肺炎疫情，改為連線參與。

 ◆ 2021.09.11 慈濟香港分會舉辦《如常》電影欣賞會，透過慈濟志工關懷及陪
伴個案的故事，啟發觀眾行善心念。該片由慈濟基金會製播，本
日首次正式於香港放映，吸引約百人觀影。

 ◆ 2021.09.11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應社區物業管理單位邀請，於廣東省東莞市錦
繡山河小區進行資源回收分類，分享節能減碳知識，傳遞愛護地
球的重要。

 ◆ 2021.09.12 加拿大卑詩省素里慈濟志工1997年與市府簽署「街道認養」計
畫，每年5至9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清掃基爾佛購物商場（原沃瑪
爾商場）周邊環境，迄今屆滿二十五周年，本日市長麥考蘭亦隨
同參與，並對志工長年的付出表達肯定。

 ◆ 2021.09.18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婁慈濟志工，參與凡登市（Verdun）政府
主辦的「世界清潔日（World Cleanup Day）」淨灘活動，本日共
二十一人於凡登河岸進行環境清掃。

 ◆ 2021.09.19 中國大陸近年積極推動「撿拾中國」環保公益項目，宣導隨手撿
垃圾，引導公眾關注環境議題，並鼓勵行動參與，選擇對環境友

慈濟第四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線上Demo Day」活動，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署長陳雪玉勉勵青年，持續以創新觀

點，帶動大眾關注社會議題。攝影／顏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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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生活方式；2018年起，更結合世界各地每年在9月第三個週
末進行的「世界清潔日（World Cleanup Day）」全球公民行動，
串聯十餘個省市同步響應，擴大低碳生活作為。
今年，江蘇省蘇州市、無錫市、昆山市，及上海等地慈濟志工9

月19日以「清淨在源頭」為主題，配合地方政府、社區居委會、
公益團體等組織，共同舉辦世界清潔日環保宣導暨掃街活動，並
帶動民眾參與，提升垃圾減量、節能減碳意識。
在慈濟蘇州志業園區會場，為傳遞零廢棄生活理念，及舊物新生
實踐，規劃有二手物流通、創意手工坊、天然清潔劑製造等體
驗攤位；社區志願者也運用舊衣，搭配回收塑膠容器，分享收納
袋、花器、經絡拍打健身捶製作等示範教學，吸引民眾駐足嘗
試。特地帶著女兒，自吳江區趕來參加活動的羅女士表示，自己
居住的小區也施行資源分類，透過趣味十足的互動遊戲，能幫助
孩子加深如何分門別類的印象與意義。
而無錫場則匯集了三十五個社區志願者團隊，於長廣溪溼地公園
分線路展開垃圾撿拾，當中不乏親子同行；活動開始前，市教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

與地方政府、公益團

體等組織攜手，舉辦

「世界清潔日」垃圾

撿拾環保活動，分多

點多線在社區進行環

境清理。攝影／王明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參

與 舉 辦 「 世 界 清 潔

日」垃圾撿拾環保活

動，並帶動參加民眾

進行資源回收分類處

理。攝影／柯挽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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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副局長許敏在啟動儀式上欣喜致詞，生態環境守護概念需要
家庭教育帶動，樂見子女從案頭上的書堆走出戶外，藉由親近自
然，培養對天地愛惜的心念，並對慈濟在環保方面不遺餘力的推
動，表達肯定與支持。
慈濟志工此次環保活動約聯合十座城鎮，及一百四十個組織團
隊，分線路共同投入；期待人人懷有「清淨在源頭」理念，自家
戶做起，降低廢棄物產生及資源消耗，並藉由大規模的環境清理
行動，更加激起人人落實環保的決心，彼此相互鼓勵與提醒，讓
隨手撿拾垃圾、隨時回收資源，成為大眾生活的日常。

 ◆ 2021.09.22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榮獲《天下雜誌》「2021天下永續公民獎」小
巨人獎，在環境永續、社會參與等指標獲得高分。大愛感恩科技
公司秉持環境保護理念，利用回收寶特瓶再製為毛毯等物品，成
立十二年來獲得超過一百個獎項。

 ◆ 2021.09.23 宏都拉斯布理薩社區（Brisas del Carmen）慈濟本土志工迪娜
（Dina），舉辦「大愛廚房教學」活動，向其他本土志工分享如
何做出營養均衡的蔬食料理。

 ◆ 2021.09.25 慈濟香港分會在環保回收便利店「綠在鰂魚涌」，舉辦為期四堂
的環保手工班，由慈濟志工教導學員，如何運用各式廢棄包裝
袋、壁紙等再製為收納包，傳遞珍惜資源理念。活動自本日起，
於每月的第四個週六進行。

 ◆ 2021.09.25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參與臺灣科學教育館舉辦的「防災起步走―
―防災宣導市集」活動，透過體驗遊戲，及環保毛毯、避難包等
「慈悲科技」產品，傳遞防備災觀念。

 ◆ 2021.09.25 中國大陸浙江省杭州市慈濟志工，與親親家園三期社區共同進行
資源回收分類，分享綠色生活知識。

 ◆ 2021.09.26 慈濟基金會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合辦「憶兒時：南方童樂會」

「憶兒時：南方童樂會」

巡迴展在慈濟南投聯絡處

開展，越南新住民和慈濟

志工，陪伴學童嘗試越南

壓寶遊戲。攝影／張正佳



519

年
表
人
文

巡迴展，本日於慈濟南投聯絡處開幕，透過互動展示方式介紹東
南亞文化，推廣尊重多元文化，展期至12月31日止。

 ◆ 2021.09.26 慈濟基金會於9月26日起，於網路平臺舉辦「2021素養教育未來
式」專題系列講座，邀請教育人士、慈濟教聯會成員分享創新教
學經驗，及如何因應數位學習發展趨勢。

 ◆ 2021.09.29 雲林慈濟志工於虎尾鎮北溪社區活動中心，參與縣政府舉辦的垃
圾減量新生活運動記者會，在現場分享資源分類方法，及環保酵
素製作等減廢知識。

 ◆ 2021.09.30 新加坡兀蘭慈濟環保教育站於2014年啟用，因應慈濟新加坡分會
組織精簡與資源整合規畫，本日起停止運作；原定之回顧成果感
恩會活動，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改為線上進行。

 ◆ 2021.09.30 慈濟基金會與中華文化觀光產業交流協會合作，舉辦素食暨環保
推廣活動，向花蓮地區二十多家旅店業者分享地球暖化危機，並
鼓勵邁向環保旅宿經營模式。

十月
 ◆ 2021.10.01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舉辦廢棄物管理教育訓練課程，本日帶領村里

環保志工，於虎尾鎮慈濟竹圍聯絡點暨環保站，觀摩資源回收分
類方法。

 ◆ 2021.10.01 中國大陸昆山慈濟環境教育基地，應邀參與昆山市城市生態森林
公園建園二十周年活動，宣導綠色飲食、節能減碳，及資源回收
分類方法等環保知識。

 ◆ 2021.10.02 金門慈濟志工參與縣政府主辦的「2021國家海洋日」活動，本日
於后湖濱海公園透過寶特瓶裝置藝術、環境教育童趣遊戲等，提
升海洋保護意識。

慈濟竹圍聯絡點暨環保站

志工，帶動參訪的雲林縣

環境保護局教育訓練課程

人員，體驗環保十指口訣

「瓶瓶罐罐紙電1357」分

類方法。攝影／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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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0.03 大愛電視臺製播的新聞專題《垃圾去哪了》，參與第五屆全球華

文永續報導獎評選，榮獲專業組長片優等獎。

 ◆ 2021.10.03 印尼棉蘭慈濟志工與人醫會、營養師合作，推廣全植物飲食，本
日起進行首梯「健康挑戰21天」活動，幫助參加民眾進行健康茹
素計畫。

 ◆ 2021.10.04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偕同二十名靖遠在地助學生，前往甘肅省劉川
鄉來窰慈濟大愛村舉辦環保宣導活動，透過情境劇、互動遊戲、
社區清潔暨資源回收等節目，提升友善環境意識。

 ◆ 2021.10.06 慈濟臺南善化聯絡處與實業家合作推廣茹素減碳，本日起每週
三邀請玉井、麻豆、善化、新化等市政府警察局人員，認購蔬
食便當。

 ◆ 2021.10.07 慈濟基金會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家衛生研究院主辦的「防
疫戰鬥營」巡迴展，本日起至2022年2月28日於臺中靜思堂展
出，透過互動體驗設施，認識新冠肺炎、流感、登革熱等傳染
病，及防疫衛教知識。

 ◆ 2021.10.09 大愛電視臺主辦第四屆熱青年互動展⸺熱青年的後疫情時代，
邀請十二組青年、四位講師，在環境、教育、偏鄉等議題上，分
享如何改善社會問題的經驗歷程。講座活動於9、10日在臺北華
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進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採人流管
制；12日起開放線上展體驗，至11月20日止。

 ◆ 2021.10.09 慈濟基金會於新北市新店靜思堂，舉辦「環保防災勇士PK賽」
縣市盃電競模擬賽，來自全臺各區志工等共三百零八人參與觀摩
學習，為即將展開的縣市競賽作準備。

 ◆ 2021.10.10 慈濟籃球家族聯誼會（慈籃）舉辦成立二十七周年活動，全臺
十八組慈籃學員、家長及志工等近五百人，透過連線方式進行互
動，分享參與點滴和心得。

 ◆ 2021.10.13 印尼美體小鋪（THE BODY SHOP）員工一行二十人，參訪印尼
慈濟志業園區環保教育站，學習環境保護相關知識，並參與回收
寶特瓶分類工作。

 ◆ 2021.10.14 中國大陸慈濟志工，於河南省許昌市五女店鎮軍王村舉辦重陽敬
老活動，透過浴足、蔬食家宴等節目，帶動村民實踐人倫孝道之
禮。村委並致贈「愛的奉獻」牌匾，感謝慈濟的付出。

 ◆ 2021.10.15 臺中慈濟志工與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合作，於新一點利黃昏市場舉
辦「自備一點利•環保超給力」集點活動，本日起至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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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民眾自備購物袋或重複性容器，至有減塑標章的店家消費，
累積綠色行動。

 ◆ 2021.10.16 慈濟基金會與慈濟科技大學合作舉辦的「第五屆全國慈悲科技創
新競賽」，因新冠肺炎疫情之故，本日決賽活動調整為線上辦
理，大專院校、高中職組共計二十五組團隊參加，進行作品展演
說明。

 ◆ 2021.10.16 慈濟美國芝加哥分會舉辦中國城掃街活動，帶動慈幼、慈少家庭
透過社區清潔服務，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

 ◆ 2021.10.17 彰化慈濟志工與縣政府、員林市公所合作，舉辦「減塑有你我•
彰化更美好」環保活動，邀請員林市店家加入「減塑同盟」行
列，提供不使用一次性購物袋的消費者優惠，帶動垃圾減量。

 ◆ 2021.10.17 慈濟香港分會舉辦料理工作坊，邀請全植物營養專家，向香積志
工分享料理方法及營養知識，為即將自11月1日開跑的「健康挑
戰21」活動預作準備，共六十八名學員參加。

 ◆ 2021.10.23 慈濟臺南分會與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合作，舉辦節能減碳推廣
活動，本日於東區藏金閣廣場，透過回收傘布製成的提袋，及各
式闖關遊戲等攤位，傳遞減廢、循環再用理念。

 ◆ 2021.10.23 印尼棉蘭慈濟志工參加在基督教教堂（GBKP Runggun IV Padang 

Bulan），舉辦的宗教和諧論壇活動，同日並在該教堂設立環保
點，此為慈濟在棉蘭，第一個設立在宗教場所的環保點。

 ◆ 2021.10.24 慈濟基金會參與協辦由教育部、科技部指導的「2021臺灣科學節
⸺FUN科學嘉年華」活動，本日於新竹市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以「環保Follow me 防災Let’s go」為主題，透過適合親子共學的
遊戲式攤位，傳遞環保觀念及防災知識。

 ◆ 2021.10.24 屏東東港鎮慈濟志工於東港迎王平安祭典活動首日起，連續四天
以「王爺好子弟•吃素愛大地」為主題，在明德堂致送限量蔬食
便當、素粽及碗粿等與民眾結緣。

臺中慈濟志工在新一點利黃

昏市場，邀請攤商加入「減

塑同盟」，同時響應「自備

一點利．環保超給力」活

動，鼓勵民眾自行攜帶容器

採買。攝影／楊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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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0.25 新北市三重區、蘆洲區慈濟志工推廣「健康挑戰21」茹素活動，

本日起跑，帶動民眾嘗試全食植物飲食，體驗健康茹素益處。

 ◆ 2021.10.25 新竹慈濟志工參與協辦彌陀山大佛王寺「善念便當」茹素推廣活
動，本日起連續四個週一，分送蔬食餐盒至縣政府所屬機關單
位，共送出二千六百份。

 ◆ 2021.10.29 靜思人文參與第十五屆臺北國際素食展暨茶藝博覽會，10月29日
至11月1日於臺北世貿一館展區，透過環保餐具、淨斯資糧及有
機茶等產品，傳遞敬天愛地、茹素護生理念。

 ◆ 2021.10.29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慈青社今年新增五十多位社員，本日社團
活動特邀人醫會醫師連進昌，分享偏鄉義診溫馨故事，啟發慈悲
醫療心念，另安排品茶活動，體驗靜心。

 ◆ 2021.10.30 慈濟基金會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邀請，參與「環境教育這10年
×響綠生活嘉年華」活動，於10月30日至11月2日，在臺北華山
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設置展位，透過環保裝置藝術、互動遊戲
等方式，分享友善環境知識與方法。

 ◆  2021.10.30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於嘉義聯絡處，舉辦「高僧傳叢書發
行感恩會」，計二百七十人參加，其中有四十七位法師蒞臨，
肯定書籍透過歷代高僧行誼典範，帶動民眾體悟佛法，增長福
慧的意義。

慈濟基金會推動環保逾三十

年，深獲環保署肯定，受邀

參與「環境教育這10年×響

綠生活嘉年華」活動；執行

長顏博文（後排左一）出席

開幕式。攝影／顏福江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高僧傳叢書發行感恩會」

嘉義場，妙雲蘭若住持常光

法師代現場蒞臨的法師致

詞，肯定書籍帶動民眾體悟

佛法的意義。攝影／林家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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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0.31 慈濟臺北東區聯絡處舉辦師親聯誼茶會，慈濟教師聯誼會成員、
親子成長班家長及大愛媽媽等近二百人齊聚，以「老師心•父母
心•菩薩心」為主題，分組交流靜思語教學心得。

 ◆ 2021.10.31 臺中市慈濟志工應邀於西屯區協和里舉辦環保宣導活動，向里民
分享「綠色5R」原則，並透過以回收物為素材的創意作品，啟發
惜福愛物心念。

十一月
 ◆ 2021.11.01 慈濟基金會第五屆「Fun大視野•想向未來⸺青年公益實踐計

畫」，9月13日起至本日止開放徵件；為鼓勵及培育更多華語社
會青年參與社會創新，本屆招募範圍延伸至亞太地區。

 ◆ 2021.11.02 高雄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師生一行五十八人，參訪
路竹慈濟環保教育站，學習廢棄寶特瓶等回收物分類方法，啟發
減廢理念。

 ◆ 2021.11.05 北區慈濟志工響應第二屆「永續飲食生活節」，於內湖慈濟環保
教育站協辦「無肉市集」蔬食推廣活動。

 ◆ 2021.11.05 中國大陸江蘇省無錫慈濟環保教育基地推廣惜食觀念，與無錫市
教育局、生態環境局、糧食和物資儲備局等單位組織合作，展開
「小家帶大家•光盤大接力」行動，本日於連元街小學舉辦啟動
儀式，宣導透過減少廚餘降低碳排放。

 ◆ 2021.11.06 慈濟高雄靜思鼓隊主辦「打狗の蔬喜宴」活動，邀請知名餐車團
隊「素食小夜市」共襄盛舉，本日在靜思堂匯集二十七個攤商，
邀請民眾茹素減碳；活動為第三年舉辦，原於每年八月進行，今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延期。另，攤商捐出部分收入，響應慈濟捐購
輝瑞疫苗（BNT）。

 ◆ 2021.11.06 慈濟基金會應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之邀，參與「臺灣科學節―
―循環生活嘉年華」活動，6、7日在該館戶外推出「淨斯科技
展」，透過淨斯環保衛生紙等系列循環再生品，傳遞珍惜資源
理念。

 ◆ 2021.11.06 北區慈濟教師聯誼會分別於慈濟汐止聯絡處、基隆靜思堂，舉辦
「三心合一師親聯誼茶會」，邀請慈濟教師聯誼會成員、大愛媽
媽等，交流如何以老師心、父母心、菩薩心教育學子，及推動靜
思語教學。

 ◆ 2021.11.06 大愛電視臺製播節目「志為人醫守護愛⸺疫外春天」，及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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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志業中心節目製作人洪崇豪撰述的〈幽暗中的白袍慈悲〉， 

分別榮獲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10年臺灣醫療報導獎」廣電
類、徵文類特優獎，本日舉行頒獎典禮。

 ◆ 2021.11.14 慈濟教師聯誼會為迎接2022年成立三十周年，於社區展開「惜緣
續緣慈濟情」茶會活動，以凝聚向心力，並接引新成員。首場本
日在花蓮靜思堂舉辦，邀請花東區教育功能團隊，回顧、交流投
入歷程與心得。

 ◆ 2021.11.14 馬來西亞吉隆坡郊外嶺（Taman Desa）登革熱病例居高不下，慈
濟雪隆分會與郊外嶺居民協會等機構合作，在社區進行環境清
潔、清除積水容器，以防止病媒蚊孳生，同時推廣減廢理念。

 ◆ 2021.11.17 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何日生以《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
與實踐》一書，《經典》雜誌攝影召集人安培淂（Alber to 

Buzzola），以「出神入話」系列專題，分別榮獲第四十五屆金
鼎獎非文學圖書類優良出版品，及雜誌類攝影獎。

 ◆ 2021.11.18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以「零廢再升級環保藝術複合材料」，榮獲中
華創新發明學會、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協會主辦的「第十二
屆IIIC國際創新發明競賽」金牌獎。

 ◆ 2021.11.18 大愛電視臺製作的「食藥也要實名制⸺掃碼區塊鏈把關吃的安
全」網路新聞專題，獲得2021年「消費者權益報導獎」之「融媒
體報導獎」佳作。

 ◆ 2021.11.19 阿根廷慈濟志工應太陽與綠色無國界民間團體（Asociacion Sol Y 

Verde Sin Frontera）邀請，舉辦人文教育活動，向荷西帕茲社區
（Jose C. Paz）親子介紹慈濟慈善精神及靜思語，並為學童發送
銅鑼燒、太陽餅等點心。

 ◆  2021.11.19 臺中市梧棲區慈濟志工參與鴨母寮永天宮入火安座大典，向信徒
推廣茹素護生，並協助清潔服務。

阿根廷慈濟志工，向太陽

與綠色無國界民間團體安

親班學生等社區民眾，分

享慈濟竹筒歲月精神等人

文理念。攝影／鍾貴滿



525

年
表
人
文

 ◆ 2021.11.23 《經典》雜誌資深攝影師劉子正以「在日月潭裡拍婚紗的新人」
作品，榮獲第二十屆卓越新聞獎「單張新聞攝影獎」。

 ◆ 2021.11.24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慈悲科技善行系列」之大愛環保拉桿四輪後
背包、多功能防災背心、太陽能充氣燈，及愛環保多功能守護
包，以及「慈悲科技防疫守護系列」之環保可重複水洗防護衣，
獲頒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的「第三十屆臺灣精品獎」。

 ◆ 2021.11.25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小師生約三十人，參訪秀峰慈濟環保教育
站，參與寶特瓶、紙類等分類實作，適逢感恩節，藉此體悟珍惜
資源的重要。

 ◆ 2021.11.26 高雄市鳳山區慈濟志工應邀參與文德國小運動會，並首次在該校
設置靜思花道活動攤位，帶動師生透過花材布置，體悟和諧共
處、關愛自然理念。

 ◆ 2021.11.27 印尼金光集團慈濟志工於11月27日，在廖內省安瓦魯法拉習經
院（Anwarul Falah）舉辦衛教活動，帶動學生落實環境清潔習
慣；12月1日與中加里曼丹省黃奕聰基金會小學（SD Eka Tjipta 

Hanau）師生，進行植樹活動。

十二月
 ◆ 2021.12.03 靜思人文參與「臺南蔬素食暨茶文化健康產業展」，12月3至6日

於南紡世貿展覽中心，透過淨皂、淨斯茶、五穀粉等淨斯產品，
推廣護生、環保理念。

 ◆ 2021.12.04 慈濟基金會與花蓮縣警察局、消防局合作，於花蓮靜思堂舉辦
「波力救援小英雄•親子防災總動員」活動，宣導交通、消防、
救護等安全知識，及避難逃生觀念，提升防備災意識。

 ◆ 2021.12.04 大愛電視臺製播的《熱青年》、《青春愛讀書》，榮獲臺灣媒體
觀察教育基金會主辦的「第二十一屆國人自製兒童及少年優質節

高雄慈濟志工藉著參與文

德國小運動會的因緣，首

次將靜思花道帶入該校，

設置活動攤位，邀請學生

嘗試體驗。攝影／林立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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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五星獎；另《小主播看天下WOW》，及《伯源哥哥的秘密
屋》、《妙博士的異想世界》則分別獲得四星半和四星等。本日
進行頒獎典禮。

 ◆ 2021.12.04 雲林縣慈濟志工應邀參與北港朝天宮茹素推廣活動，於12月4至
17日「悲心廣行水陸大法會」期間，協助備辦蔬食餐盒，與法
師、信眾及廟方工作人員結緣。

 ◆ 2021.12.04 高雄慈濟志工參與三民區正興國小校慶活動，於現場設置闖關遊
戲攤位，傳遞資源循環、減塑少碳理念及落實方法，另亦宣導毒
品防範知識。

 ◆ 2021.12.04 新加坡慈濟教師聯誼會與慈濟人文青年中心合作，舉辦線上手語
觀摩賽，吸引五所學校共八十名學子參與，透過環保手語歌曲傳
遞綠行動理念，本日舉行頒獎典禮。該活動時隔十三年再度籌
辦，因新冠肺炎疫情轉為雲端進行。

 ◆ 2021.12.04 中國大陸廣西壯族自治區慈濟志工，於來賓市興賓區舉辦茹素推
廣活動，分享素食帶來的健康轉變，並進行蔬食教學。

 ◆ 2021.12.11 全球近年受極端氣候影響，天災頻仍，各國家地區政府部門、地
方組織發展政策，多朝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十三項「氣候行
動」（SDG 13）計畫積極邁進，試圖重新建構適合人類永續生
存、可持續發展的生活環境。慈濟香港分會成立作為環保宣導基
地的「慈濟環保願行館」，即是透過各項綠色展覽活動，讓市民
更了解環境保護的迫切，使其常存疼惜大地之心，並身體力行，
減緩生態危機。
慈濟環保願行館開幕典禮於2021年12月11日舉行，香港環保局局
長黃錦星、賽馬會慈善事務部王兼揚、慈航淨院妙慧法師等眾嘉
賓蒞臨，除感恩香港慈濟志工多年來對減碳推廣的用心外，也期

雲林慈濟志工參與北港朝天宮

水陸大法會活動，承擔香積，

與廟方人員協力製作素食便

當，和信眾結緣，推廣茹素護

生理念。攝影／黃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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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綠色生活模式能在新世代發酵，用青年的熱情與行動力，帶動
更多人投入實踐。
座落大圍山邊，擁有自然生態環境的慈濟環保願行館，其建築物
係上世紀五十年代由華僑商人胡文虎、胡文豹昆仲捐資興建而
成，贈予慈航淨院先後開辦義學，及改作為幼兒園。慈航淨院在
二十一世紀初，將物業轉贈慈濟香港分會；分會再於2003年啟用
為大圍聯絡處，2009年更在此設立香港第一所環保教育站。

然建築體歷經六十餘年日曬風吹，陸續出現天花板、牆壁剝落及
漏水等安全問題。香港分會在獲得證嚴上人支持修繕的慈允下，
2019年起著手工程，由建築師陳翠兒以綠色建築、「親自然設計
（Biophilic Design）」為基礎概念來規劃空間使用。期間雖逢香
港社會動盪、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等考驗，修建進度有所延遲，但
仍順利於2021年圓滿竣工，11月20日正式對外開放參觀。

為讓建築也能「無聲說法」，使空間氛圍傳遞人與環境共生的理
念，願行館的修復、改造以「轉廢為能」為目標，硬體設施多採
取環保設計與材料。如建物頂部加裝太陽能發電板，供應館內所
需電力；並建置雨水回收系統，貯留用於灌溉及清潔。外牆與室
內亦使用對人體無害的環保油漆；門、窗框、扶手、圍欄、牆身

慈濟香港大圍聯絡處整修

為「慈濟環保願行館」，

邀請民眾參觀，從地水火

風四大不調，了解氣候災

難與資源消耗的關係，提

升對環境保護的覺醒。攝

影／林桂霖

香港慈濟環保願行館陳設

回收寶特瓶成為塑膠粒

後，抽絲再生的過程，並

展示多項大愛感恩科技研

發的環保毛毯、手套等產

品，傳遞資源循環理念。

照片／香港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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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面等，也多以生產週期較短的竹料取代木材，或是以回收木料
裝潢；並善用自然風對流、天然採光，降低冷氣及電燈耗電量。
館內規劃有地球館、蔬醒館、靜思人文館、大愛感恩科技館，及
共創空間，並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款贊助環保活動相關
經費，推出「『從心開始』環保共行計畫」，包括展覽、講座、
工作坊等。共創空間每季會與不同策展及藝術團隊合作舉辦專題
展覽；首展有藝術家林池利用殘餘木料製成鯊魚群，使其「游」
在半空的「木末生風」裝置作品，及張瀚謙記錄半世紀以來二氧
化碳排量增幅的「碳息」互動水墨裝置等，透過藝術角度，引導
觀者思考資源再用、節能減碳議題。
而為期三年的常設展，則讓訪客體悟環境危機全球化，係人類需
索地球資源無度，在天地留下的災難烙印，並以「慈悲科技」賑
災系列環保產品等，啟發民眾落實「清淨在源頭」，展現對人、
對天地的善與愛。慈濟環保願行館以「共知、共識、共行」作爲
宗旨，希望人人有降低物欲、提升環保的共知與共識，再集合眾
人共行的力量，減緩氣候危機，讓地球永續。

 ◆ 2021.12.11 慈濟基金會「Fun大視野•想向未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
於臺北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第四屆成果發表會暨
第五屆入選公告」，主題為「Fun4前行，5所畏懼」，邀請第四
屆錄取團隊透過短講、攤位展示，分享成果故事，並期待第五屆
持續加深社會影響力。

 ◆ 2021.12.11 嘉義慈濟志工受竹崎鄉圓崇國小之邀，於校慶暨社區聯合運動會
現場設置茶席，邀請親師生品茶靜心，另有環保宣導遊戲攤位，
以寓教於樂方式傳遞綠生活理念。

 ◆ 2021.12.12 印尼北蘇門答臘省丹戎•莫拉瓦鎮（Tanjung Morawa）慈濟環保
站本日啟用，里長及軍警代表蒞臨祝賀，並與志工共同參與剪
綵。此為慈濟棉蘭支會設立的第八個環保站。

 ◆ 2021.12.12 慈濟桃園八德聯絡處10月展開第一期「淨饍心生活體驗營」，由
中醫師洪友仕分享如何均衡攝取五蔬果，同時能友善環境的健康
茹素飲食法；第二期活動本日開營，共九十位學員參加。

 ◆ 2021.12.14 大愛電視臺專題報導《垃圾去哪了》，榮獲第三十五屆吳舜文新
聞獎「國際新聞報導獎」；慈濟基金會慈善新聞網攝影記者蔡哲
文，則以太魯閣號列車出軌事件救援作品《他在搶救第一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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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救災也紀錄英勇視角》，獲得「新聞攝影獎」。本日舉行頒獎
典禮。

 ◆ 2021.12.14 慈濟菲律賓分會於志業園區舉辦蔬食烹飪比賽，鼓勵發揮創意，
運用低於菲幣二百披索（約臺幣一百一十元）的當地食材，製作
平價健康料理，共五組隊伍參賽。

 ◆ 2021.12.20 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何日生著作《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與
實踐》，榮獲美國舍衛國基金會舉辦的首屆「舍衛國人文獎
（Shravasti Humanity Award）」。該書宣導從利他角度從事經濟
活動，以達全體人類物質之均富，並促進社會和諧。

 ◆ 2021.12.24 靜思人文參與第十六屆臺北國際素食展，於12月24至27日在臺北
世貿中心，向民眾分享香積飯麵、淨斯唐風新食器等淨斯產品，
推廣健康蔬食、環保減碳理念。

慈濟菲律賓分會舉辦蔬食

烹飪比賽，參賽團隊絞盡

腦汁做出營養又色香俱全

的料理，評審志工則在各

組間來回穿梭、觀察，予

以評分。照片／菲律賓分

會提供



攝影者：周幸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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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基金會�球慈善關懷國家地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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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區（32）
衣索比亞 納米比亞
盧安達 馬拉威共和國
幾內亞比索 尚比亞共和國
史瓦帝尼 肯亞
甘比亞 布吉納法索
南非 貝南
賴索托 剛果民主共和國
象牙海岸 尼日
賴比瑞亞 南蘇丹
塞內加爾 蘇丹
聖多美普林西比 茅利塔尼亞
坦尚尼亞 馬達加斯加
莫三比克 馬利
辛巴威 迦納
波札那 突尼西亞
獅子山共和國 烏干達

亞洲地區（34）
臺灣 日本
孟加拉 東帝汶
菲律賓 伊拉克
中國大陸 伊朗
香港 汶萊
外蒙古 斯里蘭卡
北朝鮮 巴基斯坦
馬來西亞 新加坡
越南 緬甸
印尼 韓國
尼泊爾 敘利亞
泰國 以色列
柬埔寨 寮國
約旦 俄羅斯
印度 澳門
阿富汗 黎巴嫰
土耳其 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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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共計：126個國家地區
▎資料來源：宗教處
▎更新時間：2021/12/31 

大洋洲地區（9） 歐洲地區（25） 美洲地區（26）
巴布亞新幾內亞 科索沃 西班牙 美國 巴拉圭
馬紹爾共和國 亞塞拜然 法國 加拿大 委內瑞拉
密克羅尼西亞 車臣 德國 墨西哥 哥斯大黎加
澳洲 烏克蘭 愛爾蘭 巴西 荷屬聖馬丁
索羅門群島 英國 挪威 阿根廷 玻利維亞
紐西蘭 奧地利 波士尼亞 �魯 智利
美屬薩摩亞 捷克 塞爾維亞 海地 多米尼克
美屬北馬利安納群島邦 (塞班島) 義大利 葡萄牙 宏都拉斯 厄瓜多
斐濟共和國 荷蘭 阿爾巴尼亞 多明尼加 美屬波多黎各

丹麥 梵蒂岡 (教廷) 尼加拉瓜 聖露西亞
瑞典 克羅埃西亞 ��馬拉 貝里斯
瑞士 希臘 �爾��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比利時 �倫�� 法屬聖馬丁

【註】2021年新增地區：聖露西亞、烏干達、貝里斯、聖文森及格瑞那丁、法屬聖馬丁、不丹、斐濟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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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球慈濟人分布國家地區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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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巴拉圭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義大利葡萄牙

德國

莫三比克

馬拉威

以色列

挪威
瑞典

德國

澳門

美屬薩摩亞

美屬北馬利安納群島邦（塞班島）

亞洲地區（23）
臺灣 中國大陸
香港 日本
泰國 印尼
越南 汶萊
以色列 印度
新加坡 菲律賓
約旦 土耳其
斯里蘭卡 緬甸
柬埔寨 韓國
尼泊爾 馬來西亞
寮國 俄羅斯
澳門

非洲地區（9）
南非
賴索托
莫三比克
史瓦帝尼
辛巴威
波札那
納米比亞
馬拉威
尚比亞

大洋洲地區（4）
澳洲
紐西蘭
美屬薩摩亞
美屬北馬利納群島邦
（塞班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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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66個國���

▎資料來源：宗教處

史瓦帝尼 澳洲

印尼

臺灣

香港

菲律賓

日本

泰國

寮國緬甸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汶萊

越南柬埔寨

尼泊爾

土耳其

約旦

俄羅斯

韓國中國大陸

印度

斯里蘭卡

紐西蘭

英國
荷蘭

奧地利

波士尼亞
塞爾維亞

法國

辛巴威

波札那

納米比亞

尚比亞

南非
賴索托

玻利維亞

墨西哥

瓜地馬拉

薩爾瓦多
哥斯大黎加

厄瓜多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委內瑞拉

多明尼加

美屬波多黎各

荷屬聖馬丁

海地

美國

加拿大

巴拉圭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義大利葡萄牙

德國

莫三比克

馬拉威

以色列

挪威
瑞典

德國

澳門

美屬薩摩亞

美屬北馬利安納群島邦（塞班島）

史瓦帝尼 澳洲

印尼

臺灣

香港

菲律賓

日本

泰國

寮國緬甸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汶萊

越南柬埔寨

尼泊爾

土耳其

約旦

俄羅斯

韓國中國大陸

印度

斯里蘭卡

紐西蘭

英國
荷蘭

奧地利

波士尼亞
塞爾維亞

法國

辛巴威

波札那

納米比亞

尚比亞

南非
賴索托

玻利維亞

墨西哥

瓜地馬拉

薩爾瓦多
哥斯大黎加

厄瓜多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委內瑞拉

多明尼加

美屬波多黎各

荷屬聖馬丁

海地

美國

加拿大

巴拉圭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義大利葡萄牙

德國

莫三比克

馬拉威

以色列

挪威
瑞典

德國

澳門

美屬薩摩亞

美屬北馬利安納群島邦（塞班島）

美洲地區（19）
美國 加拿大
墨西哥 巴西
阿根廷 巴拉圭
多明尼加 瓜地馬拉
薩爾瓦多 荷屬聖馬丁
哥斯大黎加 宏都拉斯
玻利維亞 海地
智利 委內瑞拉
厄瓜多 波多黎各
尼加拉瓜

歐洲地區（11）
英國
德國
奧地利
法國
荷蘭
瑞典
義大利
挪威
波士尼亞
塞爾維亞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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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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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勢

家

庭

扶

助

提報個案
個案件數 1,743 4,787 5,367 5,141 17,038

志工人次 5,229 23,935 26,835 20,564 76,563

長期濟助

長期戶次 18,148 16,142 79,361 16,249 129,900

口數 50,942 35,823 197,207 38,116 322,088

白米 63,665 970 0 0 64,635

新增戶數 182 589 1,423 558 2,752

停扶戶數 205 367 734 376 1,682

志工人次 54,444 80,710 396,805 64,996 596,955

居家關懷

居關戶次 39,460 28,880 54,548 61,916 184,804

口數 121,200 74,506 160,889 163,660 520,255

新增戶數 1,090 2,260 1,445 3,145 7,940

停關戶數 361 1,068 1,404 2,716 5,549

志工人次 118,380 144,400 272,740 247,664 783,184

急難補助

醫療長照補助 2,374 484 804 858 4,520

喪葬補助 163 250 631 317 1,361

一般急難補助 3,426 4,045 6,046 5,336 18,853

合計件數 5,963 4,779 7,481 6,511 24,734

志工人次 12,102 23,895 37,335 25,800 99,132

居家環境
改善

件數 84 194 142 142 562

志工人次 287 1,444 1,418 1,280 4,429

節慶關懷
受益戶次 21,113 11,575 7,710 6,295 46,693

志工人次 106,030 41,880 22,387 18,885 189,182

每月例行
發放

場次 21 22 8 12 63

受益戶次 717 614 4,023 245 5,599

志工人次 891 373 489 246 1,999

項
量  

區
案目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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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慈發處

東部 南部 中部 北部 總計

冬令發放

場次 6 4 6 12 28

受益戶次 4,244 5,352 9,982 6,393 25,971

義診人次 - - - - -

義剪人次 - - - - -

志工人次 12,061 23,309 55,504 26,470 117,344

往診

場次 12 - 40 - 52

受益戶次 19 - 160 - 179

志工人次 118 - 800 - 918

獎

助

學

金

助學補助
補助人次 2,632 1,046 3,964 2,054 9,696

志工人次 5,823 4,240 16,605 6,292 32,960

新芽
獎學金

獲獎人數 1,982 1,159 4,219 1,973 9,333

志工人次 942 5,427 21,357 1,623 29,349

長

者

關

懷

獨居長者
關懷

受益戶次 4,558 2,192 0 10,841 17,591

受益人次 6,860 2,347 0 11,450 20,657

志工人次 13,674 10,960 0 43,364 67,998

社區關懷
據點

場次 289 526 433 246 1,494

受益人次 9,822 17,368 15,671 8,356 51,217

志工人次 2,963 8,505 6,206 4,512 22,186

社
區
營
造

原鄉酒害
覺醒運動

場次 5 - - - 5

受益人次 862 - - - 862

志工人次 8 - - - 8

【註】
一、獨居長者關懷，為承接臺北市、臺南市、高雄市政府獨居長輩關懷成果。
二、本年度，慈濟總計動員志工2,022,207人次，投入臺灣社會救助各項服務。  

項
量  

區
案目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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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21年慈濟基金會臺灣災害救助概況
▎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慈發處

臺灣災害�助個案統計

東部 南部 中部 北部 總計

火災

件數 14 42 46 35 137

關懷戶次 34 173 83 146 436

補助戶數 22 71 72 34 199

風災

件數 1 2 0 2 5

關懷戶次 31 0 0 0 31

補助戶數 0 0 0 0 0

水災

件數 1 3 1 2 7

關懷戶次 1 31 4 35 71

補助戶數 1 30 4 4 39

車禍

件數 5 5 3 5 18

關懷戶次 118 11 3 6 138

補助戶數 86 8 1 2 97

其他災害/
急難事件

件數 6 9 1 6 22

關懷戶次 16 35 0 9 60

補助戶數 13 13 0 6 32

合計

件數 27 61 51 50 189

關懷戶次 200 250 90 196 736

補助戶數 122 122 77 46 367

志工人次 5,128 1,531 401 1,122 8,182

項目 區域

【註】
一、災害救助包括地震、水災、火災、風災、空難、船難、疫情、車禍、公安意外、一般意外及其他。
二、2021年重大急難事件：蘇花公路115K遊覽車車禍意外事件、0402台鐵太魯閣號出軌意外、0806熱

帶性低氣壓及西南氣流豪雨事件、高雄市鹽埕區城中城社區火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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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慈濟基金會臺灣機構關懷分布概況
▎統計時間：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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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1 - 1 1611 8458

新北市 4 45 76 - 1414 5384

基隆市 1 3 34 - 254 3213

金門縣 - 1 1 - 18 60

澎湖縣 - 1 1 - 13 23

桃園區 桃園市 12 16 35 2 863 2560

新竹區
新竹縣 3 2 1 - 0 0

新竹市 2 1 2 - 0 0

苗栗區 苗栗縣 1 7 1 - 102 1423

中區、港區 臺中市 1 60 140 - 756 2732

南投區 南投縣 2 10 7 - 67 766

彰化區 彰化縣 1 22 30 - 2246 4707

雲林區 雲林縣 1 20 3 - 207 632

嘉義區
嘉義縣 1 9 2 - 49 206

嘉義市 - 4 - - 0 0

臺南區 臺南市 6 39 27 - 1010 6799

高雄區 高雄市 6 34 9 - 640 4732

屏東區 屏東縣 - 18 12 - 105 492

宜蘭區 宜蘭縣 - 8 7 - 427 3066

花東區
花蓮縣 - 9 10 - 510 6083

臺東縣 - 2 1 - 0 0

  總計 44 342 399 3 10,292 51,336 

【註】
新北巿、基隆巿「監獄輔導警政機構」，過往疏漏統計，重新普查、更正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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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21年慈濟基金會臺灣長照機構分布概況
▎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長照推展中心

縣市

長照推展中心

A單位 B居家機構 B綜合機構
(居家 +日照 )

B日照中心 C社區關懷據點

基隆市 1 1 1

新北市 3 2 1 3 15

臺北市 2 1 9

桃園市 3 1 10

新竹縣 1 1

新竹市 1 1 1

苗栗縣 4 1 1 4

臺中市 7 3 1 1 9

彰化縣 1 1 4

南投縣 2 1

臺南市 1 4

雲林縣 3 1 4

嘉義縣 3 1 1 15

嘉義巿 1

高雄市 2 1 17

屏東縣 2 1 1 10

宜蘭縣 3 1 2

花蓮縣 1 2 1 11

臺東縣 3 2 1 5

合計 40 22 4 9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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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臺灣地區環保輔具平臺統計
▎統計時間：2021/01/01~2021/12/31止　▎資料來源：慈發處

�點
�動
��
/��

��� ��� 抽�� 噴��
��或
單�
拐杖

 一�輪
椅

��
輪椅

�動
代�車
(輪椅)

便�椅 尿布
(�)

其�
輔�

各�
輔�
��

受�
��

�北� 175 109 45 37 21 41 129 43 2 72 0 48 787 445

基�� 112 68 22 24 7 47 107 27 0 76 0 45 595 393

�北� 429 225 149 68 23 119 362 75 10 227 1 150 1,996 1,231

��� 233 109 15 13 8 39 137 62 15 119 0 30 845 509

�竹� 76 44 9 9 3 17 38 8 9 32 0 10 274 154

�竹� 74 30 12 10 2 6 51 9 0 28 0 3 242 128

桃�� 488 243 82 75 30 126 399 94 13 216 0 114 2,049 1,240

�栗� 131 35 4 10 3 16 126 15 2 62 0 6 438 290

�中� 417 180 58 44 14 124 421 72 11 202 0 38 1,765 1,151

��� 99 55 26 15 9 24 66 22 5 41 0 14 412 232

南�� 182 49 16 15 7 69 212 32 6 87 0 13 766 497

�義� 5 1 1 1 1 1 1 0 0 2 0 2 16 7

�義� 8 8 1 1 0 3 7 3 0 4 0 1 41 21

�林� 31 10 7 3 1 14 32 9 3 19 0 5 144 93

�南� 8 4 1 2 2 5 3 1 0 3 0 4 35 18

��� 28 13 5 4 2 4 12 5 0 10 0 8 100 51

�東� 7 5 1 0 0 1 79 1 0 67 0 0 185 12

�東� 13 3 4 2 0 4 20 5 1 13 0 1 72 48

��� 118 47 20 20 3 53 127 21 10 71 2 23 579 374

合計 2,634 1,238 478 353 136 713 2,329 504 87 1,351 3 515 11,341 6,894

【註】
一、環保輔具由慈濟志工回收、清潔消毒、整理，免費提供給貧病弱勢，兼顧慈善關懷與愛護地球資源。
二、屏東縣含提供給「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福慧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大同之家」輪椅75張、高背輪

椅1張、便盆椅65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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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歷年慈濟基金會全球援建暨整建項目分布統計
▎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慈發處

洲別 國家地區 學校
/所

永久屋
/間

教堂
/間

佛堂寺院
/間

清真寺
/間

兒童機構
/間

養護機構
/間

醫療機構
/間

公共設施
/座

亞
洲

臺灣 78 3,196 2 ─ ─ ─ 1 ─ 1 

中國大陸 74 5,640 ─ ─ ─ 14 158 4 19,060  

泰國 4 160 ─ ─ ─ ─ ─ ─ ─
柬埔寨 2 ─ ─ ─ ─ ─ ─ ─ ─
印尼 40 7,690 2 3 9 ─ ─ ─ 8 

伊朗 5 ─ ─ ─ ─ ─ ─ ─ ─
斯里蘭卡 1 650 ─ ─ ─ ─ ─ ─ ─
緬甸 15 ─ ─ ─ ─ ─ ─ ─ ─
菲律賓 2 35 2 ─ ─ ─ ─ 2 ─
尼泊爾 ─ 1,800 ─ 1 ─ ─ ─ 1 ─
印度 ─ 227 ─ ─ ─ ─ ─ ─ ─
土耳其 ─ 300 ─ ─ ─ ─ ─ ─ ─
馬來西亞 ─ 11 ─ ─ ─ ─ ─ ─ 1 

越南 ─ 3 ─ ─ ─ ─ ─ ─ ─

美
洲

多明尼加 1 ─ ─ ─ ─ ─ ─ ─ ─
墨西哥 1 ─ ─ ─ ─ ─ ─ ─ ─
薩爾瓦多 3 1,175 ─ ─  ─ ─ ─ ─ ─
巴拉圭 7 ─ ─ ─ ─ ─ ─ ─ ─
瓜地馬拉 1 ─ ─ ─ ─ 1 ─ ─ ─
海地 4 ─ ─ ─ ─ ─ ─ ─ ─
秘魯 ─ 100 ─ ─ ─ ─ ─ ─ ─
美國 ─ 1 ─ ─ ─ ─ ─ ─ ─
厄瓜多 ─ ─ 1 ─ ─ ─ ─ ─ ─
宏都拉斯 ─ 411 ─ ─ ─ ─ ─ ─ ─

非
洲

南非 8 69 ─ ─ ─ ─ ─ ─ ─
衣索匹亞 ─ ─ ─ ─ ─ ─ ─ 1 ─
莫三比克 ─ 2 ─ ─ ─ ─ ─ ─ ─
辛巴威 ─ ─ ─ ─ ─ ─ ─ ─ 143

合計 246 21,470 7 4 9 15 159 8 19,213 

【註】
一、尚在工程中，未竣工移交者，及簡易屋援建、照顧戶住房修繕、廁所增建等項目，不列入統計；公共設施建設，為橋樑、水

井、水窖及海堤等，改善社區居民生活。
二、慈濟基金會自2013至2021年間，因菲律賓海燕颱風、保和島及萊特省南加鎮地震、馬拉威巿內戰，共計援建2,686間簡易屋，

另因馬來西亞吉蘭丹、檳城水災，援建207間簡建屋，不列入統計。
三、尼泊爾醫療機構援建，係為加德滿都特里布文大學（Tribhuvan University）教學醫院援建洗腎中心，2021年9月動工，同年12

月29日完工，旋即投入使用，服務病患；擬於2022年舉辦捐贈移交儀式。列入本年度統計。 
四、印尼清真寺援建，因其中一間，係因管理人異動，故婉辭慈濟援建。往年統計已列入，經普查確認後刪除。
五、莫三比克天主教大學2019年伊代風災受損，屋頂掀飛，慈濟基金會針對受損部份進行修繕，於2020年10月動工，2021年6月完

工。因屬修繕，非整體重建，故不列入統計。  
六、菲律賓淡苗戈市培青中學，其中一棟校舍僑光樓，於2020 年天鵝風災受損。慈濟菲律賓分會協助修繕，2021年3月動工、9月

完工。因屬修繕，非整體重建，故不入統計。
七、臺灣永久屋統計，原1975年妮娜颱風援建，文史紀錄為15間。今年歷史溯源、重新考證，並依戶籍登記，實建9間房屋，可住15戶

家庭，予以勘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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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基金會發放農委會援外大米統計
▎資料來源：���

菲律賓

印尼

約旦 伊朗

斯里蘭卡

柬埔寨
緬甸

南非
賴索托

史瓦帝尼
莫三比克

辛巴威

波札那

獅子山
宏都拉斯

瓜地馬拉
海地 荷屬聖馬丁

多明尼加

亞洲地區（7）

國家名稱 援助年代 累計數量

菲律賓 2011-2021 23,540

印尼 2003-2007、2011、
2013、2014 86,680

約旦 2013-2017 500

伊朗 2004 2,500

斯里蘭卡 2013 40

柬埔寨 2015-2020 2,460

緬甸 2016 200

美洲地區（5）

國家名稱 援助年代 累計數量
海地 2013-2021 6,780

宏都拉斯 2015、2017-2021 4,740

荷屬聖馬丁 2016-2021 320

多明尼加 2021 80

瓜地馬拉 2021 40

非洲地區（7）

國家名稱 援助年代 累計數量
南非 2003、2011-2021 7,510

賴索托 2011-2021 1,830

史瓦帝尼 2011-2021 1,160

辛巴威 2012-2021 2,860

莫三比克 2013-2021 1,920

波札那 2016-2021 240

獅子山 2016-2021 3,600

◆  2003-2021年共援助19個國家地區，發放大米總計147,000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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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歷年慈濟基金會環保毛毯全球援助國家分布
▎資料來源：宗教處

菲律賓

印尼

約旦
伊朗

斯里蘭卡

柬埔寨
緬甸

南非
賴索托

莫三比克
辛巴威

獅子山

宏都拉斯海地

梵蒂岡

英國

德國
荷蘭

波士尼亞義大利

臺灣

日本
韓國

香港

巴基斯坦

泰國

馬來西亞
汶萊
越南

中國大陸
尼泊爾

外蒙古

美國

加拿大

法國

澳洲

紐西蘭

瓜地馬拉

哥斯大黎加

智利

多明尼加
墨西哥

厄瓜多

巴拉圭

薩爾瓦多

亞洲地區（19）
約旦
伊朗
斯里蘭卡
印尼
巴基斯坦
臺灣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日本
柬埔寨
汶萊
泰國
中國大陸
香港
越南
外蒙古
尼泊爾
緬甸
韓國

美洲地區（12）
瓜地馬拉
美國
加拿大
哥斯大黎加
�爾��
巴拉圭
智利
多明尼加
宏都拉斯
厄��
�⻄�
海地

大洋洲地區（2）
澳洲
紐西蘭

非洲地區（5）
南非
辛巴威
賴索托
獅子山共和國
莫三比克

歐洲地區（7）
義大利
荷蘭
英國
德國
波士尼亞
梵蒂岡
法國

◆  2003-2021年 慈濟賑災毛毯援助 45個國家地區，共計1,250,89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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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慈濟基金會全球難民關懷統計
▎資料來源：宗教處　▎統計時間：2021/12/31

約旦

土耳其
塞爾維亞

加拿大

澳洲

馬來西亞
泰國

國家
服務境內難民國籍分佈

美國

智利

英國

【註】
一、餐點受惠625,236人次，提供麵包共1,035,060個。以工代賑2,489人次。

國家
服務境內難民國籍分佈

國家名稱 服務境內難民國籍
服務項目暨受益統計

受益戶次 受益人次 志工動員

土耳其 敘利亞、葉門 104,664 627,186 44,856

約旦 敘利亞 4,928 25,451 539

塞爾維亞 巴基斯坦、伊朗、敘利亞、阿富汗等 627,725
(註一)

98

法國 敘利亞 2 6 4

英國 辛巴威 15 15

加拿大 敘利亞、阿富汗、伊朗、非洲、中南美洲等 10 566 10

美國 尼泊爾、阿富汗、泰國、緬甸等 3,534 311 304

澳洲 巴基斯坦、伊朗、孟加拉、敘利亞、印度、
斯里蘭卡、土耳其、阿富汗等 　810 1,248 914

馬來西亞 緬甸、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阿富汗、葉門、
敘利亞、伊朗、索馬利亞、科威特、孟加拉等 9,192 34,764 228

泰國 阿富汗、阿拉伯、柬埔寨、衣索匹亞、巴基斯
坦、斯里蘭卡、索馬利亞、越南等 349 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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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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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戶數／次 動員志工人次

亞洲

臺灣 25,971 117,344 

香港 165 800 

越南 3,750 100 

日本 492 123 

新加坡 582 1,545 

馬來西亞 4,267 7,239 

約旦 1,403 55 

中國大陸 33,997 57,338 

土耳其 10,321 3,493 

尼泊爾 1,460 10 

柬埔寨 3,420 74 

歐洲
英國 243 30 

義大利 100 -

美洲

美國 3,119 4,835 

加拿大 3,839 287 

瓜地馬拉 2,900 270 

宏都拉斯 98 10 

巴拉圭 500 17 

尼加拉瓜 421 30 

阿根廷 210 20 

大洋洲 澳洲 714 312 
【註】
一、2021年度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泰國、菲律賓、斯里蘭卡、莫三比克、荷屬聖馬

丁等國家地區，慈濟志工致力於紓困發放，遂未辦理冬令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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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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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人數／次 動員志工人次

亞洲

臺灣
助學補助* 9,414 32,970

新芽獎學金 9,333 29,349

馬來西亞 7,464 5,326

新加坡 49 40

菲律賓 664 20

越南 2,717 160

日本 34 111

約旦 420 126

印尼 290 100

柬埔寨 27 32

土耳其 45,732 ─

斯里蘭卡 97 ─

中國大陸 6,615 ─

美洲

加拿大 182 5

美國 143 1,098

瓜地馬拉 1,355 212

巴拉圭 36 36

尼加拉瓜 1 3

多明尼加 3 24

非洲

南非 95 73

馬拉威 56 20

史瓦帝尼 18 30

莫三比克 26 ─

大洋洲
紐西蘭 67 18

澳洲 55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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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約旦獎助學金發放，先前統計含學用品發放等數據，今年統計僅獎助金，故數據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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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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2,426例送髓

上海、福建、陕西、四川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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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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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助學金援助行動

急難救助、大型物資發放、
寒冬送暖（含糧油、冬衣、棉被、
物資卡、生活用品、醫療包、鞋子

等民生物資）

154,002人

3,537,881人次
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吉林、遼寧、黑龍江、內蒙
古、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
東、廣西、海南、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陝西、貴
州、甘肅、四川、青海、雲南

（註二）

19個實驗區

（註三）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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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2,426例送髓

上海、福建、陕西、四川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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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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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助學金援助行動

急難救助、大型物資發放、
寒冬送暖（含糧油、冬衣、棉被、
物資卡、生活用品、醫療包、鞋子

等民生物資）

154,002人

3,537,881人次
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吉林、遼寧、黑龍江、內蒙
古、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
東、廣西、海南、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陝西、貴
州、甘肅、四川、青海、雲南

（註二）

19個實驗區

（註三）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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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2,426例送髓

上海、福建、陕西、四川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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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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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助學金援助行動

急難救助、大型物資發放、
寒冬送暖（含糧油、冬衣、棉被、
物資卡、生活用品、醫療包、鞋子

等民生物資）

154,002人

3,537,881人次
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吉林、遼寧、黑龍江、內蒙
古、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
東、廣西、海南、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陝西、貴
州、甘肅、四川、青海、雲南

（註二）

19個實驗區

（註三）

74所
（註一）

▎統計時間：1991~2021 年

▎資料來源：宗教處

【註】
一、武漢慈濟兒童福利院，屬於機構援建，不列入「學校援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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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起因應時代發展，專案從「冬令發放」更名為「寒冬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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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院 大林慈院 臺北慈院 臺中慈院 玉里慈院 關山慈院 斗六慈院 合 計

　門急診、住院相關數據
病床數 1,002 931 1,013 1,126 36 62 60 4,230

門診人次 654,962 864,958 1,051,359 724,050 100,488 84,818 234,143 3,714,778

急診人次 43,252 38,903 51,690 51,138 7,874 9,571 － 202,428

住院人次 32,616 23,080 28,473 27,977 720 449 53 113,368

住院人日 274,698 189,882 223,801 160,758 4,572 3,043 112 856,866

手術人次 22,744 16,340 16,834 19,287 981 303 97 76,586

平均每日
在院人數 753 520 613 440 13 8 1 2,348

平均每日
門診人次 2,331 3,111 3,762 2,558 358 302 845 13,267

平均每日
急診人次 118 107 142 140 22 26 － 555

平均每日
手術人次 62 45 46 53 3 1 1 210

平均
住院日 7.7 7.7 7.9 5.9 6.3 6.8 2.1 7.3

【註】
一�平���日=���日/�����
二�各���數�料�為「�生局���開��數」,���110年12月31日止�
三、大林��門�����義��服務量�
四、斗六���提供��服務�

花蓮慈院 大林慈院 臺北慈院 臺中慈院 玉里慈院 關山慈院 斗六慈院 合 計

各院志工投入人次彙總表
志工�入
人次 22,929 15,316 6,049 13,291 1,380 831 1,580 61,376

各院社區活動成果彙總表
活動場次 967 535 3,546 801 139 1,507 43 7,538

參加人次 89,203 90,024 424,622 118,746 9,588 29,314 15,709 777,206

【註】
一�大林���工服務����義���工服務���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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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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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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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1,974 
社區衛教活動-醫學講座、
團體衛教 66 1,974 

學校與機構衛教活動 2 133 
營養推廣活動 5 1,760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機
構或學校) 43 18,066 

COVID-19疫苗施打(非院
內同仁) － 47,172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
益提昇計晝(IDS) 664 5,590 

無中醫鄉巡迴醫療 82 781 
義診 7 581 
COVID-19社區篩檢站 6 1,131 
癌症篩檢活動(社區) 22 477 
居家(社區)復健服務 － 2,082 
居家護理 － 7,471 
居家往診 6 11 

合計 967 89,203 

大林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社區衛教活動-醫學講座、
團體衛教 168 15,518 

病友會活動/支持性團體活動 16 250 
機構關懷 2 55 
健康諮詢活動 9 219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機
構或學校) 15 6,203 

COVID-19疫苗施打(非院內
同仁) － 59,823 

義診 38 1,155 
衛生所與學校診所支援 64 2,812 
觀光地區急診醫療站 196 291 
社區健康篩檢 6 3,307 
癌症篩檢活動(社區) 7 307 
居家往診 14 84 

總計 535 90,024 

玉里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19 355 
社區衛教活動-醫學講座、團
體衛教 16 699 

社區活動 29 234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機構
或學校) 7 470 

COVID-19疫苗施打(非院內
同仁) － 5,355 

專案計畫健康篩檢 8 1,288 
居家訪視服務(ICHC) 14 123 
老人日托 46 1,064 

合計 139 9,588 

關山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11 139 
社區衛教活動-醫學講座、團
體衛教 2 70 

社區營造 460 1,473 
社區活動 2 200 
各式活動醫療站 7 8,400 
機構關懷 2 11 
COVID-19疫苗施打(非院內
同仁) － 5,044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
提昇計晝(IDS) 305 990 

無中醫鄉巡迴醫療 50 586 
衛生所與學校診所支援 211 2,653 
社區健康篩檢 7 470 
機構團體健康篩檢 5 756 
COVID-19社區篩檢站 96 692 
居家護理 － 1,463 
居家往診 － 1,405 
居家訪視服務(ICHC) 7 209 
長照2.0-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342 4,753 

合計 1,507 2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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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54 1,333 
社區衛教活動-醫學講座、
團體衛教 10 445 

學校與機構衛教活動 12 1,690 
廣播電台 10 15 
病友會活動/支持性團體活動 13 368 
社區活動 11 787 
各式活動醫療站 2 850 
保健志工培訓活動(課程) 4 1,350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機
構或學校) 46 16,319 

COVID-19疫苗施打(非院內
同仁) － 76,867 

戒菸、酒、檳榔活動 22 410 
義診 39 1,753 
社區健康篩檢 23 859 
特教機構學童體位評估 6 40 
COVID-19社區篩檢站 159 10,175 
居家往診 20 20 
長照2.0-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370 5,465 

合計 801 118,746 

斗六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15 229 
社區衛教活動-醫學講座、
團體衛教 10 609 

廣播電台 1 100 

自殺防治活動 1 17 

社區活動 3 34 
機構關懷 2 55 
COVID-19疫苗施打(非院內
同仁) － 14,097 

社區健康篩檢 11 568 
合計 43 15,709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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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57 1,250 
社區衛教活動-醫學講座、
團體衛教 6 272 

學校與機構衛教活動 20 742 
病友會活動/支持性團體活動 5 165 
社區活動 8 711 
各式活動醫療站 1 90 
機構關懷 3 92 
媽媽教室 10 48 
保健志工培訓活動(課程) 8 510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機
構或學校) 17 11,004 

COVID-19疫苗施打(非院內
同仁) － 345,452 

戒菸、酒、檳榔活動 9 374 
醫院支援西醫基層總額醫
療資源不足地區 8 84 

無中醫鄉巡迴醫療 16 179
義診 9 1,261 
衛生所與學校診所支援 155 4,285 
專案計畫健康篩檢 53 431 
志工健康關懷 138 2,941 
COVID-19社區篩檢站 314 26,398 
癌症篩檢活動(社區) 28 2,011 
居家(社區)復健服務 249 1,513 
居家護理 249 2,603 
居家往診 406 406 
居家安寧 623 623 
老人日托 249 4,791 
養護機構巡診 19 685 
長照2.0-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886 15,701 

總計 3,546 42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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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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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1止

臺灣

美國

巴西

宏都拉斯
墨西哥

馬來西亞

越南 菲律賓
香港

泰國
緬甸

印尼
新加坡

約旦

澳洲

加拿大

土耳其

斯里蘭卡
厄瓜多

巴拉圭

南非

莫三比克

荷蘭
英國

國際慈濟人醫會至����年總計

臺灣

美國

巴西

宏都拉斯
墨西哥

馬來西亞

越南 菲律賓
香港

泰國
緬甸

印尼
新加坡

約旦

澳洲

加拿大

土耳其

斯里蘭卡
厄瓜多

巴拉圭

南非

莫三比克

荷蘭
英國

國際慈濟人醫會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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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臺灣 614 628 284 339 601 2,466
馬來西亞 444 178 112 97 225 1,056
新加坡 390 439 59 139 0 1,027
印尼 797 339 4 172 200 1,512
菲律賓 222 17 6 5 200 450
越南 30 23 7 15 20 95
緬甸 27 13 0 3 0 43
泰國 219 73 113 21 542 968
斯里蘭卡 2 2 1 0 6 11
香港 15 37 0 0 5 57
約旦 6 1 0 2 2 11

美洲
（9）

美國 1,004 285 105 109 2,494 3,997
加拿大 51 8 0 0 80 139
巴西 15 0 1 0 38 54
巴拉圭 5 1 0 0 0 6
宏都拉斯 46 40 0 4 200 290
智利 2 0 3 1 15 21
海地 1 0 0 0 0 1
墨西哥 8 5 5 0 1 19
厄瓜多 9 4 1 0 0 14

大洋洲
（1） 澳洲 163 131 17 11 239 561

非洲 
(2)

南非 3 0 0 0 1 4
莫三比克 3 0 0 1 1 5

歐洲
(2)

英國 2 0 0 1 3 6
荷蘭 4 2 0 0 5 11
總計 4,331 2,687 563 931 5,689 1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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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21年國際慈濟人醫會（TIMA）全球義診
服務�況             

歷年義診場次 17,345 2021年義診場次合計 372

歷年義診國家地區數 58 2021年受益人次合計 169,413

歷年受益人次累計 3,558,934 2021年醫護人員動員人次
合計 28,208

歷年醫護人員動員人次累計 381,763

歷年志工動員人次累計 608,783 2021年志工動員人次合計 13,361

2021年慈濟人醫會�球義診服務表（註）

洲別 國家/地區 義診場次 受益人次 醫護人員
動員人次

志工
動員人次

亞洲

臺灣 157 5,926 2,094 3,942

馬來西亞 82 200 82 82

印尼 1 690 10 4

斯里蘭卡 2 11 2 12

約旦 2 613 10 19

美洲

美國 28 1,080 130 806

加拿大 1 35 5 37

巴拉圭 6 165 6 12

智利 3 269 10 69

巴西 12 102 4 6

歐洲 荷蘭 1 10 2 1

大洋洲 澳洲 20 817 252 235

合計 315 9,918 2,607 5,225
【註】
一�������,�������在各��理�義�活動�2021年受��冠������,�個國�

���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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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宗教處        ▎統計期間：2021/12/31止          

※歷年慈濟全球醫療援助，迄今計在58個國家地區提供服務
亞　洲： (22)臺灣、中國大陸、日本、越南、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伊朗、斯里蘭

卡、巴基斯坦、阿富汗、北朝鮮、外蒙古、緬甸、香港、約旦、尼泊爾、土耳其、柬埔寨、寮
國

美　洲： (18)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多明尼加、巴西、巴拉圭、阿根廷、秘
魯、哥倫比亞、玻利維亞、海地、智利、瓜地馬拉、厄瓜多、委內瑞拉、荷屬聖馬丁

非　洲： (6)衣索匹亞、盧安達、賴比瑞亞、塞內加爾、南非、莫三比克
歐　洲：(6)科索沃、車臣、亞塞拜然、烏克蘭、英國、荷蘭
大洋洲： (6)澳洲、巴布亞紐幾內亞、紐西蘭、美屬薩摩亞、馬紹爾共和國、密克羅尼西亞

2021年慈濟�球醫療志業據點義診服務表

洲別 國家/地區 受益人次 醫護人員
動員人次

志工
動員人次

亞洲

馬來西亞 65,965 19,097 486

新加坡 60,659 3,657 4,329

菲律賓 6,801 356 154

泰國 5,743 16 542

美洲 美國 7,786 576 1,432

大洋洲 澳洲 728 768 203

合計 147,682 24,470 7,146
【註】
一�������,����在��以�國�����立的���義�中����門�中�����義

�中��洗�中����理�義�活動�

2021年其他義診服務表

洲別 國家/地區 受益人次 醫護人員
動員人次

志工
動員人次

亞洲 約旦 2,213 531 270

美洲 宏都拉斯 9,600 600 720

合計 11,813 1,131 990

【註】
一��旦��,為���工�當����作,為���貝都�������服務；�都拉���,則為

�工����團�,在�露�佳大��的義���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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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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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1止

總 計 服務場次 157場 服務人次 5,926人
醫護動員人次 2,094人 志工動員人次 3,9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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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區、
平溪區、貢寮區、瑞芳
區、雙溪區

6 691 302 537

中區 苗栗縣卓蘭鄉、南庄鄉；
臺中縣新社鄉 24 550 383 1,002

雲嘉南區 臺南巿南化區關山里；雲
林縣古坑鄉 6 354 62 215

高屏區 高雄市田寮區 0 0 0 0
東區 花蓮縣、臺東縣 1 160 38 51

街友義診

北區 桃園市 12 144 71 49

中區 臺中市、彰化縣人安基金
會 15 469 248 378

雲嘉南區 臺南巿人安基金會 4 205 55 46
社區健康促進活
動暨篩檢關懷 高屏區 高雄市、屏東縣 0 0 0 0

外籍勞工
義診服務 中區 移民署南投收容所 7 519 125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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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27 88 180

中區
南投啟智教養院；苗栗、
臺中、南投創世基金會；
臺中仁愛之家

12 470 133 302

雲嘉南區 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
縣市等地教養院及機構 25 1,223 223 362

高屏區 0 0 0 0
東區 臺東縣 1 269 39 22

居家醫療
往診服務

北區 新北市三芝區、石門區 5 199 123 215

雲嘉南區 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
縣市 29 321 194 360

慈濟照顧戶
發放義診 雲嘉南區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4 25 10 10

總  計 157 5,926 2,094 3,942 

【註】
一、2021年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年度「離島健檢義

診」、「警察人員暨眷屬健檢關懷活動」取消；另，北區、東區、高屏區例行醫療服務活動，
如：外籍勞工義診、社區健康促進暨篩檢關懷、慈濟照顧戶發放義診等，也配合政策暫停辦理。

二、國內人醫會分五大區(北區、中區、雲嘉南區、高屏區、東區)
       1.北區人醫會包含雙北、基隆、桃園、新竹
       2.中區人醫會包含臺中、苗栗、彰化、南投
       3.東區人醫會包含宜蘭、花蓮、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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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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新增4,684位志願捐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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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案例數 國家地區 案例數

案例數

俄羅斯 1

國家地區 案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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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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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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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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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4

1

3

加拿大

美國

36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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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數

俄羅斯 1

國家地區 案例數

240

48

2,426

123

2,712

70

9

4

40

155

37

5

韓國

日本

中國大陸

香港

臺灣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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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馬來西亞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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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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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波蘭

丹麥

英國

西班牙

法國

比利時

荷蘭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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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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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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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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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30

1

5

4

1

3

加拿大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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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共捐贈至31個國家地區，1994~2021總計：6,123例，2021年新增捐贈案例：226例。
▎資料來源：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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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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共11個國家地區）
項目 臺灣 香港 馬來西亞 新加坡 美國 英國 德國 加拿大 澳洲 法國 瑞士
案例數 78 14 12 4 3 2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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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2,252
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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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案例數）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92018201220112010200920082007200620052004

12,549

2020 2021

臍帶血累計圖

臍帶血移植案例數（2004年∼2021年，總計移植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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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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療���構����布                 
▎資料來源：宗教處        ▎統計期間：2021/12/31止           

醫療志業機構全球分佈

國家/地區 醫院 診所/門診部/
門診中心

康復
中心

義診中心
/義診所

洗腎
中心

行動
醫療所

骨髓幹細胞
中心

臺灣 7 1 ─ ─ ─ ─ 1
中國大陸 ─ 1 ─ ─ ─ ─ ─
泰國 ─ ─ ─ 1 ─ ─ ─
印尼 2 ─ ─ ─ ─ ─ ─
新加坡 ─ 1 1 2 ─ ─ ─
馬來西亞 ─ ─ ─ 3 3 ─ ─
菲律賓 ─ ─ ─ 1 ─ ─ ─
土耳其 ─ ─ ─ ─ ─ ─ ─
美國 ─ 3 ─ ─ ─ 9 ─
加拿大 ─ 1 ─ ─ ─ ─ ─
巴西 ─ ─ ─ 1 ─ ─ ─
澳洲 ─ ─ ─ 1 ─ ─ ─

宏都拉斯 ─ ─ ─ 1 ─ ─ ─
總  計 9 7 1 10 3 9 1

教育志業機構全球分佈

國家/地區 大學 中醫
學院 高職 高中 中學 中小學 小學 幼稚園

（幼兒園）
托兒所

（托嬰中心）
安親
班

人文
學校

靜思華
語學院

臺灣 2 ─ ─ 2 ─ 2 ─ 6 2 ─ ─ ─
泰國 ─ ─ ─ ─ ─ 1 ─ ─ ─ ─ ─ 1
印尼 ─ ─ 1 1 1 2 1 2 ─ ─ ─ ─
新加坡 ─ ─ ─ ─ ─ ─ ─ 2 ─ ─ ─ ─
馬來西亞 ─ ─ ─ ─ ─ 1 ─ 10 ─ 4 ─ ─
美國 ─ ─ ─ ─ ─ ─ 1 5 ─ ─ 25 ─
加拿大 ─ 1 ─ ─ ─ ─ ─ ─ ─ ─ 8 ─
澳洲 ─ ─ ─ ─ ─ ─ ─ ─ ─ ─ 3 ─
英國 ─ ─ ─ ─ ─ ─ ─ ─ ─ ─ 1 ─
總  計 2 1 1 3 1 6 2 25 2 4 37 1

【註】
一：美國蒙洛維亞慈濟小學已於2020年，併入核桃慈濟小學。
二、印尼山口洋慈濟大愛學校，2019年動工，工程興建中，預計2022年創校啟用。暫不列入統計。
三、新加坡二間長青館，性質類似臺灣的長照據點，非正規醫療機構，故不列入統計。
四、新加坡二間幼教中心，歸於幼稚園（幼兒園）教育階段欄位。
五、慈濟人文學校，需以教授中文為主之教育體系，老師為正式聘顧職員。馬來西亞人文學校，類似臺

灣親子成長班或兒童精進班之類型，由教聯會或志工成立，故不列入統計。
六、加拿大慈濟中醫門診與教學中心，隸屬門診中心性質。
七、土耳其慈濟義診中心已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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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10學年度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
服務學習概況

慈濟大學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益人次

老人福利

人醫社松蒲文化健康營、人醫社老人復健出隊服務活動(全民
養護中心)、社區長者服務活動（花蓮地區、福境宮、碧雲莊
社區、中琉公園、仁里社區、民生社區、靜思書軒)、花蓮小
農暨長者服務學習活動(花蓮好事集/福境宮社區銀髮聚會)

41 805 2,346 

兒童福利

看見晴天醫療服務隊服務（見晴國小、慈院兒童病房陪
伴）、第九屆東地區第一型糖尿病喘息服務、花蓮海厝假
日學校齲齒義診暨繪本話劇陪伴成長營、水源國小家庭教
育假日學校、寓教於樂翻轉偏鄉服務教育(國福國小)、花
蓮地區兒家系特殊教育志工隊服務活動、花蓮慈幼學習環
境規劃入園服務、花蓮大愛幼兒園教材法教法入園服務、
富源國小(附幼)性別教育教學服務、兒家系yabi兒童劇團偏
鄉巡演、兒童心理衛生衛教服務活動(佳民國小、水源國小
)、幼兒陪伴服務學習活動(大愛幼兒園、明恥附幼)、嬰幼
兒照護服務學習活動(花蓮大愛托嬰中心、明星托嬰中心、
培思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花蓮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運動
社團帶動服務學習（佳民國小、東華附小、光華國小、明
恥國小、慈濟國小、海星中學、水源國小）、家庭生活教
育方案設計服務活動(慈大兒家系、花蓮縣家扶希望學園、
花蓮光華社區發展協會、社團法人花蓮縣啄木鳥全人發展
協會)、社工系偏鄉服務（卓清國小）、課輔閱讀陪伴（佳
民國小、中正國小、國福國小、北昌國小、南華國小、中
華國小、水源部落）、「花蓮海厝假日學校」PILOT正向
人際及生活能力輔導方案(壽豐鄉花蓮海厝假日學校)、國
際接待服務團隊偏鄉教育服務計畫-視界藍圖（烏來國中、
烏來國小）

222 3,500 9,871 

青少年福利

秀林國中卡片梭織教育志工隊、新城國中課輔志工陪伴服
務、花蓮高農課輔志工陪伴服務、海外華語教育暨服務志
工團(線上服務)、花蓮縣立美崙國民中學學習扶助方案、
花蓮縣立體育實驗高級中學花蓮體中學習扶助方案、玉里
國中偏鄉服務營隊活動、國際難民學生語言交換學伴服務
學習（線上）、新城之心「動物輔助治療」、花蓮縣校園
毒品防制教育宣導活動、土耳其難民學伴交流服務學習

86 952 1,864 

身心障礙福利 發展障礙兒童健康促進服務學習活動(花蓮縣兒童發展中
心)、身障機構職場體驗服務活動（黎明教養院） 13 197 222 

社會公益 太魯閣號火車事故關懷、疫苗施打志工服務 6 118 -

福利社區

花蓮社區服務學習活動(花蓮市民生社區、花蓮市主農社
區、吉安仁里社區、吉安永安社區、花蓮縣社區大學、法
律扶助基金會)、居家防疫健體運動線上教學、精舍發放、
無肉巿集志工服務、體驗食農教育服務、花蓮地區民眾服
務(慈濟醫院、環保站、弱勢家庭)、水源部落家長藥物濫
用宣導活動、慈濟大學諮商中心行政志工服務、桌遊小孩
社家扶中心志工服務、魔術社福境宮長者陪伴服務、太魯
閣馬拉松志工服務活動、北濱淨灘服務

67 1,960 12,286 

總計 435 7,532 26,589 



統
計
圖
表

教
育

563

慈濟科技大學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益人次

老人福利
瑞智憶學苑志工服務（校內長照據點、鳳林客家擂茶及染布
體驗郊遊、聖誕音樂會、柑仔店活動等）、祥雲老人長照機
構服務、協助樂齡運動會活動辦理

47 341 1,204 

兒童福利 偏鄉社區健康照護系列活動（水源國小幼兒園、鳳仁國小、壽
豐幼兒園、北昌國小）、社區關懷「小手拉大手」 32 179 921 

青少年福利

編鄉有愛辦學計畫、人文英語樂學營、第34屆帶動中小學英
雄聯盟出擊囉（富里國小）、大專學生偏鄉部落服務培訓、
老人體驗營(花蓮高農、自強國中)、大手牽小手活動（北埔
國小）、洄瀾客家桐花祭、樂遊玩不

11 567 623

福利社區

花蓮慈濟環保教育站環保志工活動、社區長者健康檢測(
美雅麥社區、國福社區、碧雲莊)、銀髮增肌減脂營養講
座暨諮詢（光華、宜昌、東昌社區）、照顧者高齡營養備
餐工作坊、豐濱鄉部落關懷及槌球比賽、第二屆樂齡健康
運動會、雙濱部落關懷活動、精舍志工暨浴佛活動協助、
大學社會責任及技職教育成果展服務(花蓮遠東百貨健康
檢測)、健康促進與衛教服務(民生社區衛教服務)、花蓮靜
思堂健康故事屋開幕活動、閱讀志工導讀服務、掃街暨淨
灘、減塑宣導等

155 2,009 1,538 

社會公益
 「我愛阿嬤妮舞台劇」及失智症月宣導暨攝影展、好事
愛花聲USR成果展暨失智友善宣導、慶豐社區失智友善宣
導活動、花蓮慈院內外科加護病房參訪

4 176 667

總計 249 3,272 4,953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益人次

身心障礙福利 特教宣導活動~你來世界做什麼？陳景維講師 2 40 450

社會公益 青銀蔬醒市集/靜思精舍協力工廠 1 37 37

老人福利 機構老人關懷服務活動 8 412 1,200 

福利社區

暑期醫療志工醫院病友互動、花蓮環保教育站志工服務、
靜思精舍福田志工、疫苗施打站志工服務、安心生活箱打
包、家庭訪視活動、佐倉步道淨山、慈中二十一手護愛洄
瀾、學校清潔志工

118 3,849 6,322 

總計 129 4,338 8,009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益人次

身心障礙福利 高一朝興啟能中心關懷 1 35 60

福利社區 全校性服務（歡喜好厝邊掃街、淨灘活動）、慈濟環保教
育站服務學習（崇善、仁德、人和）等 8 1,147 -

總計 9 1,182 60 

▎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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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21年慈濟大學無語良師捐贈統計
 ▎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慈濟大學

歷年累積志願捐贈人數統計
男　性 15,701

女　性 25,153

總　計 40,854

課程內容 性別 無語良師
姓名

2021-03醫學生(MED105)模擬
手術課程（2021/03/18啟用）

女 林張鳳娥
男 陳健仲
男 溫錦銘
女 劉范富士
女 巫文鶯
男 蕭火木
男 徐勝詮
男 潘德貴

2021-04慈濟模擬手術-臺灣神
經腫瘤、美容外科、胸腔及心
臟血管外科、外傷醫學會聯合
課程（2021/04/19啟用）

男 黃金受
女 吳孫金英
女 曹美英
女 袁麗華
女 林吳彩日
女 何玉葉
男 封春芳
女 吳彩惠

2021-09醫學生(MED106)模擬
手術課程（2021/09/09啟用）

男 柯強義
男 鄭萬春
女 莊子瑤
男 鍾豐建
女 賴愛珠
女 許淯婷
男 余鋒銳
男 李佳修

110學年度(MED108+CM110)
大體解剖學無語良師
（2021/09/25啟用）

男 何思平
女 林月娥
男 朱清源
女 范鄭粧
男 李昆煌
女 陳佳辰
男 黃光春
女 羅瑞枝
男 邱滿堂
女 何黃採樓
男 游輝武
女 李月錦

課程內容 性別 無語良師
姓名

2021-10慈濟模擬手術-臺灣
頭頸部腫瘤、脊椎微創內視
鏡、骨科創傷醫學會聯合課程
（2021/10/04啟用）

男 廖德三
男 高國平
女 黃萬妹
女 洪彩鳳
男 顏俊傑
男 胡東春
女 劉秀蘭
男 藍水連

2021-11慈濟模擬手術-臺灣脊
椎、整形、顯微重建外科醫學
會聯合課程（2021/11/08啟
用）

女 王陳蓮花
女 上德下慈法師
女 徐美華
女 張沈秀珠
男 陳輝煌
男 董敦穆
男 張文國
男 梁世昌

2021-12醫學生(MED106)模擬
手術課程（2021/12/09啟用）

男 賴榜
女 邱芸萱
男 劉文錦
男 邱俊壽
男 陳艚鑰
男 葉文光
女 陳劉冬妹
女 李淑婷

【註】
一、原訂6月慈濟模擬手術-臺灣口腔顎面外科、脊椎微創內視鏡、血管外科學會聯合課程，因新冠肺炎

防疫措施取消。

2021年已捐贈人數統計
大體捐贈 377

模擬手術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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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慈濟大學無語良師捐贈統計
 ▎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慈濟大學

2021年��大��科技大���生���
����                              ▎統計期間：2021/12/31止           

志業體
現在職之教育志業體畢業生人數

合計
慈濟大學 慈濟科技大學

慈濟慈善志業基金會 89 33 122

醫療志業

醫療財團法人 24 32 56

花蓮慈院 456 822 1278

大林慈院 111 463 574

臺北慈院 161 236 397

臺中慈院
(含護理之家 )

74 162 236

玉里慈院 5 42 47

關山慈院 8 27 35

斗六慈院 1 5 6

嘉義慈濟診所 0 4 4

總  計 840 1793 2633

教育志業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2 0 2

慈濟大學 165 19 184

慈濟科技大學 35 55 90

慈大附中 16 4 20

臺南慈中 4 1 5

總  計 222 79 301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53 8 61

總  計 1204 1913 3117

【註】
一、如同時為慈科大及慈大畢業者，統計以最高學歷為主。



566

55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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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26,640 26,640

青少年成長班暨慈籃例行活動 672 19,758 18,654

慈青社例行活動 508 5,860 7,853

大愛媽媽成長班例行活動 33,780 75,360 848,400

教聯會例行活動 46 498 4171

社區營隊 *遵守防疫警戒停辦 － － －

本會營隊 13 251 4,075

海外交流 56 862 3,103

 總  計 35,963 129,229 912,896

2021年慈濟基金會臺灣教育功能團隊
志工統計    ▎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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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 3289 1:4 慈誠：174人 
懿德：631人

慈濟科技大學 777 3211 1:4 慈誠：119人 
懿德：658人

花蓮慈濟中學 374 1251 1:3 慈誠：78人 
懿德：296人

臺南慈濟中學 157 1059 1:7 慈誠：26人 
懿德：131人

 總  計 2,113 8,810 1:4 慈誠：397人 
懿德：1,716人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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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班 2,960

青少年成長班 31班 1,023

慈籃 15班 450

慈青 91校 2,036
過往統計對象僅受服慈青，
今年度更新含慈青會員(慈青
幹部及社員)

慈青慈懿 11合心 546

大愛媽媽成長班 30班 360

教聯會 15合心 3,895
委員慈誠教師：422
受證教師：1,884
會員教師：1,589

總  計 267 1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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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特瓶數量 紙類總重量

鐵類總重量 鋁類總重量 廢五金總重量

舊衣物總重量

玻璃瓶總重量

白鐵總重量

其它（註）

塑膠袋總重量

電池總重量

回收總重量挽救大樹

塑膠總重量

鋁箔包總重量銅類總重量

2021年慈濟臺灣各類資源回收總重量
▎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註】
一、以上數據單位為「公斤」。
二、光碟、手機、平板、電腦、日光燈管等皆屬其他類。

3,287,315 34,894,034 2,323,329

6,961,891 876,185 546,860

8,004,006 267,311 2,387,636

336,553 5,879,923 3,212,364

143,766 456,442

697,881 69,57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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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歷年慈濟基金會臺灣地區紙類回收換算圖
▎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50公斤回收紙=1棵20年大樹

50公斤紙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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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萬棵）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1,138,395 
1,144,990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1,120,847
1,151,151

20
20

20
21

886,877

0

50

100

150

200

818,491

755,722

697,881

791,073

◆ 慈濟自1995年至2021年，紙類回收總重量151萬公噸，相當於挽救
3,037萬棵20年生的大樹。 

◆ 50公斤回收紙=1顆20年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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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基金會環保回收減碳量及減碳效益
▎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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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地區，環保回收累計306萬1,986公噸碳效益，相當於7,873座大
安森林公園一年的固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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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21年慈濟環保志工臺灣分布概況
▎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北部 總人數

臺北

37,811
新北
基隆
金門
澎湖 199
桃園 5,619
新竹 4,872

南部 總人數

雲林 972
嘉義 2,317
臺南 5,810
高雄 11,456
屏東 3,799

東部 總人數

宜蘭 2,755
花蓮 540
臺東 498

中部 總人數

苗栗 603
臺中 8,068
南投 1,617
彰化 4,166

◆ 2021年臺灣慈濟環保志工合計 91,102 人。 

【註】
臺北、新北、基隆、金門等四地因慈濟社區運作模式，採合併計算，無各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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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慈濟環保據點臺灣分布概況
▎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中部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總 計

苗栗 3 75 78
臺中 42 883 925
南投 7 116 123
彰化 20 278 298

南部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總 計

雲林 6 218 224
嘉義 16 781 797
臺南 27 695 722
高雄 36 920 956
屏東 21 352 373

東部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總 計

宜蘭 8 84 92
花蓮 4 207 211
臺東 3 156 159

【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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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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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臺北、新北、基隆、金門等四地因慈濟社區運作模式，採合併計算，無各別數據。

◆  2021年慈濟於臺灣，設有269處環保站、6,889處社區環保點，總計
7,158處。

北部 環保站
（註一）

社區環保點
（註二） 總 計

臺北

37 1671 1,708
新北
基隆
金門
澎湖 1 16 17
桃園 24 239 263
新竹 14 198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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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澳門
香港

馬來西亞 汶萊

越南泰國斯里蘭卡

澳洲

菲律賓

紐西蘭

印尼南非

加拿大

美國

瓜地馬拉

新加坡

中國大陸

智利

2021年慈濟全球環保志工人數暨環保站／點數
  ▎統計時間：2021/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亞洲（12）
國家地區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環保志工人數
臺灣 269 6,889 91,102 

中國大陸 44 323 6,000 

馬來西亞 147 864 6,271 

印尼 24 37 250 

菲律賓 4 16 170 

香港 3 6 153 

澳門 0 0 7 

泰國 0 3 40 

新加坡 1 12 250 

汶萊 1 0 12 

斯里蘭卡 0 2 70 

越南 0 6 60 

合計 493 8,158 104,385 

美洲（4）
國家地區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環保志工人數
美國 9 9 140 

瓜地馬拉 0 1 3 

宏都拉斯 1 1 0 

智利 1 3 20 
合計 11 14 163 

大洋洲（2）
國家地區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環保志工人數
澳洲 0 4 55
紐⻄� 1 0 16
合計 1 4 71

非洲（1）
國家地區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環保志工人數
南非 0 0 650
合計 0 0 650

◆  截至2021年底，全球計有19個國家地區，設置505環保站，設置8,176 社
區環保點，總計10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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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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慈濟基金會臺灣環保站健康關懷統計
 ▎統計時間： 2021/1/1~2021/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  慈濟基金會繼建立慈濟雲端血壓量測系統， 2021年規劃「均衡飲食」及「規律
運動」課程，從疾病管理到營養教育，多面向關懷環保志工健康。

◆ 對象：環保志工、投入環保的慈誠委員
◆ 建檔：13,543筆 

血壓量測
上傳118站／96,152筆

人醫會投入
27場／109人次

人醫會關懷
27場／299人次

規律運動培訓課程
1場／38人參加

均衡飲食培訓課程
17場／1,618人參加

個人營養諮詢
6場／服務32人

團體營養教育
8場／295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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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環保站參訪記錄

環保站參訪記錄 參訪團數 參訪人數

2013年 1,973團 85,594人

2014年 1,284團 65,176人

2015年 863團 46,230人

2016年 1,469團 57,958人

2017年 1,347團 69,473人

2018年 996團 48,710人

2019年 1,191團 61,702人

2020年 484團 51,258人

2021年 242團 37,007人

總計 9,849團 523,108人

慈濟基金會臺灣環保站參訪暨
環保宣導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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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個人環保宣導記錄

個人環保宣導記錄 宣導場次 宣導對象人數

2013年 401場 32,201人

2014年 594場 60,907人

2015年 648場 47,784人

2016年 1,511場 119,615人

2017年 2,107場 115,100人

2018年 1,861場 111,733人

2019年 1,416場 83,602人

2020年 708場 32,951人

2021年 640場 38,589人

總計 9,886場 642,482人

 ▎統計時間： 2013/1/1~2021/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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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縣市） 委員人數 慈誠人數 雙培人數 區域合計

花蓮  1,666  619  287  2,572 

臺東  256  73  52  381 

屏東  1,250  336  212  1,798 

高雄  6,365  2,103  1,917  10,385 

臺南  3,026  1,264  722  5,012 

雲林  847  275  224  1,346 

嘉義  935  449  206  1,590 

南投  781  305  153  1,239 

彰化  1,833  1,050  421  3,304 

臺中  5,842  2,513  1,545  9,900 

苗栗  715  307  150  1,172 

桃園  2,495  1,421  397  4,313 

新竹  1,177  580  196  1,953 

臺北
（含新北巿）  16,805  7,950  3,544  28,299 

基隆  698  354  127  1,179 

宜蘭  799  278  174  1,251 

澎湖  101  31  11  143 

小計  45,591  19,908  10,338  75,837 

歷年全球慈濟委員、慈誠人數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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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委員人數 慈誠人數 雙培人數 區域合計

澳洲  283  81  39  403 

紐西蘭  61  18  11  90 

美國  2,477  689  436  3,602 

加拿大  420  171  23  614 

巴西  42  10  1  53 

阿根廷  32  1  9  42 

巴拉圭  38  9 ─  47 

多明尼加  15  7 ─  22 

瓜地馬拉  8 ─  2  10 

薩爾瓦多 ─  1 ─  1 

荷屬聖馬丁  6 ─ ─  6 

宏都拉斯  17  1 ─  18 

智利  8  1  3  12 

墨西哥  3  1  1  5 

委內瑞拉  1  1 ─  2 

南非  270  42  12  324 

賴索托  30 ─ ─  30 

辛巴威  33  2  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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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委員人數 慈誠人數 雙培人數 區域合計

海地  5 ─  7  12 

莫三比克  26  3 ─  29 

英國  44  4 ─  48 

奧地利  3 ─ ─  3 

德國  27  4 ─  31 

荷蘭  10 ─ ─  10 

法國  25  4  1  30 

瑞典  1 ─ ─  1 

挪威  1  1 ─  2 

義大利  7  1 ─  8 

日本  163  35  5  203 

泰國  209  49  26  284 

馬來西亞  5,582  2,201  1  7,784 

新加坡  717  298  8  1,023 

印尼  793  314  1  1,108 

菲律賓  480  122  48  650 

越南  114  22  19  155 

香港  353  66  47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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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委員人數 慈誠人數 雙培人數 區域合計

約旦  6  3  2  11 

土耳其  3  1 ─  4 

汶萊  5 ─ ─  5 

韓國  9 ─ ─  9 

緬甸  50  12  1  63 

斯里蘭卡  10  5 ─  15 

柬埔寨  9  3  1  13 

厄瓜多  5 ─  1  6 

史瓦帝尼  3 ─ ─  3 

玻利維亞 ─ ─  1  1 

小�  12,404  4,183  707  17,294 

 ▎47個國家地區的委員、慈誠人數，計93,131人。   ▎資料來源：宗教處

【註】
一、2020年中國大陸有6,000位志願者。
二、慈濟於47個國家地區的委員、慈誠，以及兼具委員與慈誠身份者，計93,131人；其中往生

者、身份停用者人數，計有9,4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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