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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莫拉克颱風災後，慈濟基金會匯集全球五十二個國家的

愛心，歷時八年期間執行八八專案計劃，幫助鄉親重建家園，

關懷的對象從人到大地，達到安心、安身、安生、安學、安居

及讓山林安養生息等六安目標。慈濟人救災總是走在最前線，

做到最後面，歷史會留下足跡，慈濟膚慰人心、膚慰大地的慈

悲腳印，永不停息。 

關鍵字：莫拉克、八八專案、慈濟援助、杉林鄉 

 

 

 

 

 

 

 

 

 



 
 

目    錄 
頁次 

壹、前言 .................................... 1 

貳、執行項目 ................................ 3 

參、執行地區與概況 .......................... 4 

肆、執行期程 ................................ 6 

伍、執行成果 

一、緊急濟助關懷階段 ..................... 7 

二、復健重建安頓階段 .................... 15 

三、社區總體營造階段 .................... 25 

四、氣候災難賑災 ........................ 32 

五、社區培力與學生德才培育 .............. 39 

六、強化學校防災功能希望校園整建 ........ 42 

七、社區防災、防災社區推動 .............. 61 

八、安身重建 ........................... 66 

陸、經費使用說明 ........................... 69 

柒、結論 ................................... 74 

捌、風災紀實及參考資料之網址 ................ 75 

玖、附件 ................................... 76



-1- 
 

壹、 前  言 

2009 年 8 月 7 日，莫拉克颱風重創南臺灣，造成臺南、高雄、屏

東與臺東等十一縣市受災，677 人死亡，兩萬多人撤離家園。房舍倒塌、

道路毀壞、農作物損害，損失高達一千九百九十八億元。 

慈濟基金會於 2009年 8月11日向內政部申請急難救助專案募款，

8 月 12 日啟動「八八惡水毀大地；秉慈運悲聚福緣」專案，匯聚國內

及海外共 52 個國家地區愛心投入救災關懷行動。 

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止，慈濟執行八八專案歷時八年，災難一發

生，慈濟志工即刻出動展開「五合一賑災-慰問、勘災、發放、清掃與

義診」，為災區鄉親奉上熱食、應急金、心靈膚慰關懷，並配合各地

警消人員，協助受災民眾的撤離，和受災民眾共度艱難時刻。 

災後復建，慈濟推動「六安目標-安心、安身、安生、安學、安居、

讓山林安養生息」，陪伴受災鄉親復健家園，關懷的對象從膚慰人心到

大地。災後的長期災民安置方案，慈濟率先在專案賑災中提出興建「永

久屋」的解決方案，於高雄縣杉林鄉、屏東縣長治鄉、高樹鄉、滿洲

鄉、新來義及臺南縣玉井鄉等基地，建造 1,302 戶永久住宅。 

救災中慈濟推動建置防災社區概念，研發出「防災慈悲科技-多功

能福慧床」與「行動餐車」等，貼近受災鄉親的需要，讓受災鄉親可

於第一時間吃到熱騰騰的食物，也讓避災的鄉親可以較舒適方便。 

因應風災、震災頻繁發生，慈濟為了事先防範災難於未然，更進

一步推動安全、安心的「減災希望工程」，先後啟動並完成高雄、屏

東、臺東及花蓮等地區共 21 所學校的「減災希望工程」，透過與地方

政府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心的校園、守護孩童的安全、培育國家未來

的希望。 

慈濟八八專案募集全球 52 個國家地區的善款，凝聚的愛心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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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披至全台灣，慈濟人用「滴水成河」的力量滋潤受過災難的心靈與

土地。台灣無以為寶，以愛以善為寶，八八專案見證「風雨無情，人

間有愛」的台灣生命力。 

賑災及重建過程中，56 萬人次的志工以自費自假支付食宿與交通

費用，這部分並未由專案善款中支應。慈濟志工無私付出，走在最前

做到最後，一沙一石建構人間大愛，一磚一瓦見證世間長情。 

慈濟救災關懷方案，不斷隨著時間演變與時俱進，回顧八年賑災

期間，慈濟總共發展出「五合一賑災」、「六安目標」、「永久屋長期安

置方案」、「防災慈悲科技」及「減災希望工程」等賑災行動計劃與方

針；慈濟「以人為本，尊重生命」的慈悲為懷初衷與本意不曾改變，

且歷久彌新、越走越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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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項目 

一、 緊急濟助關懷階段 

二、 復建重建安頓階段 

三、 社區總體營造階段 

四、 氣候災難賑災 

五、 社區培力與學生德才培育 

六、 強化學校防災功能希望校園整建 

七、 社區防災、防災社區推動 

八、 安身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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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地區與概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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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期程 

項目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一、緊急

濟助關懷

階段 

●         

二、復建

重建安頓

階段 

● ● ● ● ●     

三、社區

總體營造

階段 

● ● ● ● ●     

四、氣候

災難賑災

支出 

  ● ● ●     

五、社區

培力與學

生德才培

育 

     ● ● ●  

六、強化

學校防災

功能希望

校園整建 

     ● ● ● ● 

七、社區

防災、防

災社區推

動 

     ● ● ●  

八、安身

重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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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成果 

一、 緊急濟助關懷階段 

2009 年 8 月 7 日，中度颱風莫拉克（Morakot）從台灣東部登陸，

颱風環流引發兩天兩夜的豪大雨；8 月 8 日起，南投、嘉義、台南、

高雄、屏東與台東地區陸續出現嚴重水患。這場「八八水災」，造成

民眾家園損失，台灣土地遭遇劫難，更加發人深省「敬天畏地」的亙

古深意。 

在颱風造成災難的第一時刻，慈濟志工立刻展開五合一賑災-慰

問、勘災、發放、清掃與義診，為災區鄉親奉上熱食、應急金、心

靈膚慰關懷，並配合各縣市政府，關懷在防災收容中心的受災鄉親，

和受災鄉親共度艱難時刻。在急難階段膚慰災民；發放熱食、環保

毛毯、應急金、生活包、醫藥包與醫療服務，並動員全台志工投入

災區清掃。 

執行時間：2009 年 8 月 8 日至 12 月 31 日。 

執行地區： 

(一)重災區：高雄縣、屏東縣、台南縣等重災縣市。 

(二)其他：南投縣、嘉義縣、台東縣等其他受災縣市。 

 

執行內容： 

(一)提供熱食、生活物資、膚慰關懷、心靈陪伴、助念、應急金發送、

緊急醫療義診、協助清掃工作、疫情防治、緊急助學等，讓受災民

眾身心暫時得到安置。  

(二)同步進行勘災評估，擇定中長期計畫推動區域。  

(三)同步進行永久住宅興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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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成果統計： 

(一)志工投入 15 萬人次以上，共有 2,330,856 人次受惠。 

(二)物資發放 

項 目  執行成果  備  註  

熱食  70 萬份    

香積麵  4 萬箱    

毛毯  4 萬條    

環保餐具用品  21 萬份    

家庭醫藥包  9,000 份  藥水、生理食鹽水、紗布、棉棒、

抗生素藥膏等藥品。  

生活包  6 萬份  牙膏、牙刷、毛巾等基本生活備

品  

清掃用重機具  支援約 433車次  抽水機、山貓、怪手、環保車等。  

慰問應急金  28,471 戶    

義診服務  9,443 人次  139 定點與路線。  

車輛出動  3,000 車次    
 

 

 

 

慈濟志工們準備熱食(便當)。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20421&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F,G,H,I,J,K,L,M,N,&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8%8E%AB%E6%8B%89%E5%85%8B)++AND+(%E7%86%B1%E9%A3%9F)&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AdvFild1=&AdvFildValue1=%E8%8E%AB%E6%8B%89%E5%85%8B&AdvFild2=&AdvFildValue2=%E7%86%B1%E9%A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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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紀  實 

 

 

 

 

 

 

 

 

 

 

 

 

 

 

 

慈濟志工前往災區訪視關懷。圖：陳吳女士望著被土石流沖毀的家園。 

 

 

 

 

 

 

 

 

 

慈濟志工為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及燄塭村的災民發放慰問金及環保

毛毯等物資，志工膚慰災民傷心的情緒。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29869&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F,G,H,I,J,K,L,M,N,&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8%8E%AB%E6%8B%89%E5%85%8B)++AND+(%E5%8B%98%E7%81%BD)&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AdvFild1=&AdvFildValue1=%E8%8E%AB%E6%8B%89%E5%85%8B&AdvFild2=&AdvFildValue2=%E5%8B%98%E7%81%BD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22833&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8%8E%AB%E6%8B%89%E5%85%8B)++AND+(%E6%85%B0%E5%95%8F)&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AdvFild1=&AdvFildValue1=%E8%8E%AB%E6%8B%89%E5%85%8B&AdvFild2=&AdvFildValue2=%E6%85%B0%E5%95%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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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紀  實 
 

 
屏東縣林邊鄉嚴重淹水，慈濟志工在軍方裝甲車幫忙運輸下，深入災

區分送熱食、飲水，以解燃眉之急。 

 

 

高雄莫拉克颱風賑災，慈濟志工為災民送上熱食。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23339&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F,G,H,I,J,K,L,M,N,&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8%8E%AB%E6%8B%89%E5%85%8B)++AND+(%E7%86%B1%E9%A3%9F)&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AdvFild1=&AdvFildValue1=%E8%8E%AB%E6%8B%89%E5%85%8B&AdvFild2=&AdvFildValue2=%E7%86%B1%E9%A3%9F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20558&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F,G,H,I,J,K,L,M,N,&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8%8E%AB%E6%8B%89%E5%85%8B)++AND+(%E7%86%B1%E9%A3%9F)&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AdvFild1=&AdvFildValue1=%E8%8E%AB%E6%8B%89%E5%85%8B&AdvFild2=&AdvFildValue2=%E7%86%B1%E9%A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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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紀  實 

  

  

 

 

 

 

屏東縣莫拉克颱風賑災，台北慈濟醫院義診團來到林邊鄉仁和村醫療

站為災民看診，神經外科李定洲醫師為黎女士護理傷口。 

 
慈濟人醫會在萬丹鄉成立健康諮詢站為村民義診，嘉義大林慈濟醫院

簡守信院長為村民檢查傷口。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21976&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F,G,H,I,J,K,L,M,N,&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8%8E%AB%E6%8B%89%E5%85%8B)++AND+(%E7%BE%A9%E8%A8%BA)&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AdvFild1=&AdvFildValue1=%E8%8E%AB%E6%8B%89%E5%85%8B&AdvFild2=&AdvFildValue2=%E7%BE%A9%E8%A8%BA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23284&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F,G,H,I,J,K,L,M,N,&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8%8E%AB%E6%8B%89%E5%85%8B)++AND+(%E7%BE%A9%E8%A8%BA)&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AdvFild1=&AdvFildValue1=%E8%8E%AB%E6%8B%89%E5%85%8B&AdvFild2=&AdvFildValue2=%E7%BE%A9%E8%A8%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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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紀  實 

 

 
梅山鄉瑞里村及瑞峰村的聯外道路搶通後，慈濟志工帶來慰問金與生

活包探望村民，師姊安慰被土石流沖毀家園的民宿女主人。 
 

 
慈濟志工為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及燄塭村的災民發放慰問金及物資，

家中有就學需求孩子的災民向志工登記資料。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22188&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8%8E%AB%E6%8B%89%E5%85%8B)++AND+(%E6%85%B0%E5%95%8F)&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AdvFild1=&AdvFildValue1=%E8%8E%AB%E6%8B%89%E5%85%8B&AdvFild2=&AdvFildValue2=%E6%85%B0%E5%95%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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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紀  實 

屏東縣佳冬鄉莫拉克颱風賑災，慈濟志工協助鄉親清掃家園。同是受

災戶的蔡秋山師兄投入災區打掃。 
 

 
慈濟志工與社區會眾一同前來重災區協助鄉親清掃家園，志工們以接

力方式，將淤泥搬出。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233447&iid=2&sid=0&searchdata=1&Idx=B,C,D,E,F,G,H,I,J,K,L,M,N,&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8%8E%AB%E6%8B%89%E5%85%8B)++AND+(%E6%B8%85%E6%8E%83)&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AdvFild1=&AdvFildValue1=%E8%8E%AB%E6%8B%89%E5%85%8B&AdvFild2=&AdvFildValue2=%E6%B8%85%E6%8E%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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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紀  實 

 

 
慈濟志工發送便當熱食給正在清掃家園的鄉親。 

 

 
中區慈濟大專青年前往林邊鄉投入災區清掃工作；協助吳女士清掃家

園後，慈青們送上無限祝福與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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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復建重建安頓階段 

在復建重建階段，執行永久屋援建、學校援建、助學金發放等「安

心、安生、安身、安居、安學、山林安養生息」的六安目標。慈濟援

建杉林、長治、高樹、玉井等四處大愛園區，打造近千棟永久屋，提

供逾四千五百位鄉親安心入住；六百萬片用愛接力鋪設園區的連鎖磚，

讓大地呼吸，也傳遞園區「人與人」、「人與大地」，和諧共生的承諾。

同時，輔導住民生活、生產技藝，協助社區總體營造，展現災後重建

強韌的生命力，重現家園新生機。 

執行時間： 2009 年 8 月 8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執行地區：莫拉克風災受災區。 

執行內容： 

(一)安身：由政府提供土地，慈濟配合協助援建，提供受災戶一個安

全舒適，安身立命之居住環境。  

(二)安心：誠心期盼受災戶都能擁有一個永遠的家，安心過生活，不

必擔心天災巨變，能有世代平安的家園。 

(三)安生：尊重原鄉部落信仰、生計和組織的社群關係，提供謀生機

會，社區並具部落公共空間、信仰中心，以及維護傳統優

良文化，成為永續的家園。  

(四)安心就學 ：讓孩子有一個安全的就學環境，為部落和社會培養

優秀人才。 

第一階段緊急濟助關懷後， 2009 年 11 月 15 日杉林慈濟大愛園

區動工，八十八天後完工。2010 年 2 月 11 日鄉親入住，慈濟承接內

政部之「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提供入住鄉親心理服務、就學服務、

就業服務、福利服務、生活服務及其他轉介服務，也建立園區社區共

識，主動發掘社區需求，結合社會資源，有效、迅速地推動災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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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園工作，發揮縱效的功能，提升其自立能力，回歸正常生活。從動

工到鄉親入住第一年，本會總計投入志工逾三十五萬人次；關懷鄉親

逾二百八十萬人次，見證以「感恩、尊重、愛」打造族群融合、尊重

文化、相互感恩之大愛人文園區。 

執行成果統計： 

項目 執行成果 受惠人次 

安心計畫 

慈濟志工團隊前往各安置所針對成人

進行定期陪伴與關懷，前往寄讀學校，

協助學生課業輔導及課外才藝活動，除

了給老師教學喘息的空間與時間，也帶

給學生正常的才藝課程與學習，並具替

代性心靈療癒的功能。 

 

1.「小太陽的微笑～有愛就有希望」安

心輔導計畫 

互動地點：6 地點（4 學校及 2 安置所） 

互動學生：災區 10 所學校學生 

志工人次：4,012 人次。 

互動人次：14,079 人次。 

2.前往安置所及永久屋工地愛灑、關懷 

互動地點：10 處。 

志工人次：40,653 人次。 

互動人次：140,986 人次。  

155,065 

安生計畫 

1.開設第一階段原住民傳統文化藝術

班 

2.以工代賑：歷經莫拉克風災，從災區

遷居者，賴以維生的生計方式改變，更

需持續性的關懷。針對受災鄉親，本會

提供以工代賑，讓鄉親有工作、有收

入， 維持家庭生計，安頓身心。 

參與本會提供以工代賑人次高達

36,703 人次，除了讓入住親手打造家

園，更安定生活。 

3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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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學計畫 

針對學童助學金、餐費、學雜費、學用

品所需，提供協助，並從學校與家庭，

普查個案需求，讓學生的就學不中斷。

同時結合慈濟教師聯誼會、慈濟大專青

年聯誼會等，參與課後輔導工作。另援

建兩所學校臨時教室，讓學生學習不中

斷。 

1.助學方案： 

輔助 41 所中小學營養午餐 1,568 人助

餐費、並從學校與家庭普查，針對學童

學雜費、學用品所需協助，提供助學

金，計 33,674 位學子受惠。 

2.課輔方案： 

杉林慈濟大愛園區，每週三由慈濟教師

聯誼會成員前往園區進行課輔活動。截

至 2010 年 6 月底止，參與學生 358 人

次，慈濟志工投入超過 300 人次。 

3.托育服務： 

杉林慈濟大愛園區設立托育班，讓參加

傳統文化藝術班的成員安心學習。 

4.希望工程： 

援建杉林大愛園區民族大愛國民小學

一所、高雄縣甲仙國小 14 間臨時教室

及台南縣玉井國中 15 間臨時教室；總

計援建臨時教室 29 間。 

34,032 

安身計畫 

於台南、高雄、屏東三縣市 4 基地興建

永久住宅，以環保、安全、尊重部落族

群文化及社區公共空間整體營造為目

標。 

 

本會除了以綠建築概念建造永久住宅

外，園區道路和露天公共區域地面皆鋪

設連鎖磚，讓大地呼吸、雨水回歸大

地，參與連鎖磚鋪設工作的志工，費心

用力，傳遞「愛的連鎖磚」，拉近彼此

距離，也鋪成一片充滿大愛的園區。 

超過

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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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久住宅興建基地戶數 

(1)台南縣玉井大愛園區：26 戶 

(2)高雄縣杉林大愛園區：1,006 戶(含

耆老中心) 

(3)屏東縣高樹大愛園區：8 戶 

(4)屏東縣長治百合部落園區：164 戶 

(5)屏東縣新來義部落：58 戶 

(6)屏東縣滿州大愛園區：18 戶 

合計援建永久住宅 1,280 戶 

 

2.教堂與活動中心等公眾設施： 

(1)教堂 2 間 

(2)活動中心 3 棟 

(3)杉林園區環保教育站 1 棟 

 

3.希望工程－臨時教室 29 間： 

援建高雄縣甲仙國小 14 間臨時教室 

援建台南縣玉井國中 15 間臨時教室 

 

4.永久住宅工地服務情形： 

供餐：總計提供 270,993 人份以上餐

點。 

志工投入：116,747 人次以上。 

國軍弟兄參與趕工人次：4,110 人次。 

 

 

 

各地大愛園區暨臨時教室援建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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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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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莫拉克颱風災後安心輔導計畫，「小太陽的微笑—有愛就有希望」

安心輔導計畫，慈濟志工陪伴安置在和春技術學院旗山校區復學的桃

源鄉受災學童。 

 
高雄莫拉克颱風災後安心輔導計畫「小太陽的微笑—有愛就有希望」

安心輔導計畫，慈濟志工陪伴安置在和春技術學院旗山校區復學的桃

源鄉受災學童。 

 

行  動  紀  實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69211&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style=&Item=20&qc=0&dfmt=p&queryCB=(%E8%8E%AB%E6%8B%89%E5%85%8B%E9%A2%B1%E9%A2%A8)&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chkEventTime=&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E8%8E%AB%E6%8B%89%E5%85%8B%E9%A2%B1%E9%A2%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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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以工代賑鄉親，舉目無親的陳小巧，緊緊靠在

志工的肩膀，因志工的陪伴而有勇氣面對未來。 

 

 
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永久屋援建工程，連鎖磚鋪好後，縫隙要填滿

砂土，以工代賑鄉親掃沙，讓磚縫間密合才會穩固。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50459&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F,G,H,I,J,K,L,M,N,&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8%8E%AB%E6%8B%89%E5%85%8B)++AND+(%E4%BB%A5%E5%B7%A5%E4%BB%A3%E8%B3%91)&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AdvFild1=&AdvFildValue1=%E8%8E%AB%E6%8B%89%E5%85%8B&AdvFild2=&AdvFildValue2=%E4%BB%A5%E5%B7%A5%E4%BB%A3%E8%B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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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紀  實 

 
大愛園區以愛傳愛鋪設連鎖磚讓大地也能呼吸。 

 

 
那瑪夏民族國小在莫拉克風災中校舍全毀，慈濟協助於杉林大愛園區

援建民族大愛國民小學，並舉辦校舍移交典禮，象徵學習重新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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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紀  實 

 
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永久屋援建工程， 慈濟為鄉親打造溫馨家園。 

 

 

 

 

 

 

住民林愛施女士感恩的表示：「這裡很溫暖有家的感覺，孩子在這裡

可以無憂無慮開心地打球騎車。」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38795&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style=basic&Item=20&qc=0&dfmt=p&queryCB=(%E9%AB%98%E9%9B%84%E7%B8%A3%E6%9D%89%E6%9E%97%E9%84%89%E6%85%88%E6%BF%9F%E5%A4%A7%E6%84%9B%E5%9C%92%E5%8D%80)&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chkEventTime=&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E9%AB%98%E9%9B%84%E7%B8%A3%E6%9D%89%E6%9E%97%E9%84%89%E6%85%88%E6%BF%9F%E5%A4%A7%E6%84%9B%E5%9C%92%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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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紀  實 

 

幾個孩子趁著午後在自家門前玩戰鬥陀螺，完全無畏豔陽的炙熱。 

 

 

小林村民陳時國阿公和小孫女一家和樂令人歡喜。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35324&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style=basic&Item=20&qc=0&dfmt=p&queryCB=(%E9%AB%98%E9%9B%84%E7%B8%A3%E6%9D%89%E6%9E%97%E9%84%89%E6%85%88%E6%BF%9F%E5%A4%A7%E6%84%9B%E5%9C%92%E5%8D%80)&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chkEventTime=&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E9%AB%98%E9%9B%84%E7%B8%A3%E6%9D%89%E6%9E%97%E9%84%89%E6%85%88%E6%BF%9F%E5%A4%A7%E6%84%9B%E5%9C%92%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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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總體營造階段 

慈濟大愛村朝社區總體營造為目標，以社區自主性、社區互助性、

社區發展性，讓社區永續經營發展，並朝著「生活、生機、生產」三

面向進行永久住宅、耆老關懷、開設第二階段原住民傳統文化藝術班、

成衣車縫班、文創產業、產業合作等，並承辦內政部之杉林生活重建

中心當地社區營造。  

執行時間： 2009 年 8 月 8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執行地區：莫拉克颱風風災受災地區。 

執行內容：職訓服務、產業輔導、承辦杉林生活重建中心 

執行成果： 

項目 執行成果 

職訓服務 
開設原住民傳統文化藝術班、成衣車縫班、琉璃

及竹編藝等職訓班，計 5,776 人次參與。 

產業輔導 

輔導成立勞動服務、文化產業、縫紉生產等三個

合作社、輔導居民自組風味餐成立與接單，計

4,039 人次。 

承辦杉林生

活重建中心 

生活重建中心服務： 老人福利、身障福利、兒

少福利、婦女福利、心理、就學、就業等等，計

81,094 人次。  

服務情形 

項目 說明 

生活 

杉林新家園來自各方的新成員，在觀音山下的杉

林慈濟大愛園區安穩樂處。 

1.「心方向‧新家園」原鄉、異鄉、故鄉： 

住民帶著原鄉樹苗、故鄉的溪水、泥土等，植入

杉林新家園，一花一樹，點點滴滴，讓生機於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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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再現…。 

2.在杉林成家、從杉林出嫁： 

（1）住民可在園區裡的教會舉行結婚典禮，接

受祝福，在杉林成家。 

（2）住民帶著各方滿滿的祝福，從杉林園區出

嫁。 

3.新生的喜悅： 

杉林慈濟大愛園區自入住後即有第一位大愛寶

寶誕生，為園區帶來喜氣。 

4.人文成長活動： 

在杉林慈濟大愛園區鄉親入住之前，舉辦大愛園

區人文成長活動，內容編排以符合在地鄉親身心

靈需求為導向，提昇入住鄉親生活品質、帶動家

庭鄰里之間的和睦與推廣慈濟人文理念。 

生機 

源源不絕的活力在杉林慈濟大愛園區處處展現。 

1.人才培力：  

杉林慈濟大愛園區除了提供住民子女工作場域

外，本會亦陪伴這群與長輩同住園區的年輕人一

同成長。 

（1）任職於杉林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為入住鄉

親提供多元服務。 

（2）主動加入杉林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開辦的原

住民傳統文化藝術班，學習一技之長，將祖先的

傳統文化繼續傳承下去。 

（3） 投入園區的社區發展工作，發揮專長於網

路建立部落格，紀錄園區大小事，以年輕人的力

量及實際行動守護家園。 

2.大愛社區生態關懷協會： 

杉林慈濟大愛園區住民成立大愛社區生態關懷

協會，以建立和諧幸福及生態、環保、文化傳承、

永續經營的社區理念與社會發展為宗旨。 

3.「為愛付出」志工團隊 

杉林慈濟大愛園區已有鄉親發心輪流服務、守護

家園，參與項目分別有環保、社區清潔、社區巡

守、社區導覽、園藝造景、景觀維護。 

4.千手植栽綠樹成林 



-27- 
 

（1）本會與林務局屏東林管處合作，由林管處

提供台灣樹蘭、蘭嶼樹杞、細脈赤楠、蘭嶼樹杞、

大葉樹蘭等多種類樹苗 5,240 株，於杉林園區種

植。 

（2）本會與高雄縣政府農業處合作，由農業處

提供七里香、黃藤木、無患子等種類樹苗 3,000

株，於杉林園區種植。 

（3）杉林園區已種植了 8 千多棵綠意盎然的台

灣原生植物。 

5.園區環保帶動 

走在杉林慈濟大愛園區裡，常常可以看到園區的

住民鄉親在做環保，有人是工作之餘做環保，也

有親子檔，由新住民媽媽帶著小朋友做環保，讓

環保觀念從小紮根。 

6.老吾老-園區長者關懷 

關懷園區長者，本會於園區內舉辦老人關懷活

動，針對園區長者提供量血壓及基本健康檢查，

慈濟志工並於現場與長者進行溫馨互動，除了關

懷其健康更溫暖其心靈。 

生產 

1.傳統文化藝術班 

為了讓入住杉林慈濟大愛園區的鄉親學習一技

之長，本會開設原住民傳統文化藝術班，每三個

月為 1 期課程，共開設 2 期課程。 

（1）第 1 期課程：（1-3 月） 

開設木雕、石雕、編織、串珠、公關與導覽等班

別。 

（2）第 2 期課程：（4-6 月） 

開設木雕、石雕、拼布、串珠、手工編織、十字

繡、拼布十字繡等班別。 

（3）成衣車縫班：  

由台南企業提供平車、拷克等相關機具及講師，

於杉林園區開設成衣車縫班。 

（4）參與學員 4,156 人次。 

2.文創產業： 

(1)慈濟志工將十字繡班的成品結合 LED 燈，於

上海國際環保大展展出，獲得各界好評，未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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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輔導陪伴，將杉林園區的原住民傳統文化藝

術推廣至國際。 

(2)杉林園區人文薈萃，陶藝家、石雕家、木雕

家、書法家等，因風災受災，匯流在園區，這些

駐點藝術家，已開始為其作品與產業發展作結

合，發展園區文創特色。 

(3)住民為打造生態園區，農產特色強調原生與

環保，從開墾、種植、收成、製品，將呈現園區

產業特色。 

3.「小舖子‧大幸福」 

杉林慈濟大愛園區，入住後從單純的「入住」到

面臨「生活」，園區處處可見小店開張，將原在

山上的巧手帶下山，在園區經營小而美、小而精

的生意，除了提供內需，希望漸漸發展精緻化，

願有一天走在園區街道，猶有京都街道巷弄意

境。 

4.原緣文化藝術表演團 

柯麗美老師創辦享譽國際的「原緣文化藝術表演

團」，傳承原民傳統文化並帶動杉林大愛園區年

輕一代認識學習傳統歌舞藝術。 

5.magit 幸福市集 

杉林大愛園區 magit 幸福市集，融合園區裡來自

高雄縣山區六鄉鎮住民的多元文化特色，展出住

民的手工藝品與各項農產品，象徵於園區展開新

生。 

6.素食陽光風味餐 

由杉林慈濟大愛園區住民自行研發之伊那嗨文

化套餐除極具風味特色，也將漢民與原民口味進

行融合，向大眾展示社區再生的力量。  

 

 

 

 

 

 

行  動  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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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揭牌 

 

為了培養園區居民就業技能，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結合紡織工會，開設

車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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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紀  實 

 

由台南企業提供平車、拷克等相關機具及講師，於杉林園區開設成

衣車縫班，輔導成立縫紉生產合作社，提供入住鄉親生計來源。 

 

 
由杉林慈濟大愛園區住民自行研發之伊那嗨文化套餐除極具風味特

色，也將漢民與原民口味進行融合，向大眾展示社區再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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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紀  實 

生活重建中心老人福利服務，慈濟為杉林慈濟大愛園區長者舉辦書法

課，學員們認真臨摹練習。 

 

 
由杉林園住民所成立的文化產業合作社。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425337&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9%AB%98%E9%9B%84%E6%9D%89%E6%9E%97%E5%9C%92%E5%8D%80)++AND+(%E7%94%A2%E6%A5%AD%E8%BC%94%E5%B0%8E)(%E9%AB%98%E9%9B%84%E6%9D%89%E6%9E%97%E6%85%88%E6%BF%9F%E5%A4%A7%E6%84%9B%E5%9C%92%E5%8D%80)(%E9%AB%98%E9%9B%84%E6%9D%89%E6%9E%97%E6%85%88%E6%BF%9F%E5%A4%A7%E6%84%9B%E5%9C%92%E5%8D%80)(%E9%AB%98%E9%9B%84%E6%9D%89%E6%9E%97%E6%85%88%E6%BF%9F%E5%A4%A7%E6%84%9B%E5%9C%92%E5%8D%80)&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E9%AB%98%E9%9B%84%E6%9D%89%E6%9E%97%E6%85%88%E6%BF%9F%E5%A4%A7%E6%84%9B%E5%9C%92%E5%8D%80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70110&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F,G,H,I,J,K,L,M,N,&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6%9D%89%E6%9E%97%E5%9C%92%E5%8D%80)++AND+(%E7%94%A2%E6%A5%AD)&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AdvFild1=&AdvFildValue1=%E6%9D%89%E6%9E%97%E5%9C%92%E5%8D%80&AdvFild2=&AdvFildValue2=%E7%94%A2%E6%A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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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候災難賑災  

依「莫拉克颱風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重建原訂期限至2013年，

然而，臺灣每年仍需面對不可預期的氣候災難。有鑑於此，政府訂定

「移緩濟急」的目標，依此，慈濟向內政部申請將計畫變更為「氣候

災難賑災基金」 (函號：內政部 2011 年 3 月 29 日內授中社字第

1000006701 號)並獲得核准，除持續莫拉克風災的重建工作，也將善

款有效運用在氣候災難救助與重建，發揮民間團體的善實力。 

執行時間：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執行地區： 

(一)莫拉克颱風風災受災地區，後續重建工作。 

(二)國內因「氣候災難」受災地區。 

執行內容： 

(一)2011 年：南瑪都颱風 

(二)2012 年：610 水災、泰利颱風、蘇拉颱風、天秤颱風 

(三)2013 年：蘇力颱風、潭美颱風、康芮風災、天兔颱風 

執行成果： 

項目 執行成果 受惠人次 

南瑪都風災 供應熱食 1653 份，香積麵/飯 845 袋、飲水

6 箱、生活包 765 份等物資及應急金 339 戶

發放，關懷戶數 773 戶。 

3,892 

610 水災 供應熱食 7594 份，香積麵/飯 2903 袋、飲

水 16 箱、生活包 5 份等物資及應急金 23 戶

發放，關懷戶數 3730 戶。 

13,139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1000329_1000006701.pdf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1000329_10000067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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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利颱風 供應熱食 89 份，香積麵/飯 3 袋、毛毯 73

條、睡袋等物資及應急金 1 戶發放，關懷戶

數 27 戶。 

98 

蘇拉風災 協助災區清潔用品、供應熱食 5619 份、香

積麵(飯)2155 袋、飲水 16 箱、毛毯 392 條、

生活包 722 份、醫療包 5 包等物資及應急金

657 戶發放，關懷戶數 2422 戶協助打掃 60

戶及和中部落房屋修繕。 

10,987 

天秤風災 供應熱食 3526 份，香積麵/飯 754 袋、毛

毯 11條、生活包 138份等物資及應急金 1059

戶發放，關懷戶數 1745 戶，協助打掃 3 戶

及台東大武天琪幼稚園修繕補助費。 

9,825 

蘇力風災 供應熱食 235 份，香積麵/飯 870 袋、毛毯

40 條、生活包 152 份等關懷物資及應急金

13 戶發放。 

662 

康芮風災 供應熱食 10,053 份，香積麵/飯 79 袋、飲

水 20 箱、生活包 83 份等物資及應急金 763

戶發放，關懷戶數 1,221 戶，協助打掃 11

戶。 

6,902 

潭美颱風 供應香積麵 56 袋、關懷戶數 56 戶。 196 

天兔颱風 供應發放香積麵/飯 98 袋、生活包 34 份等

物資及應急金 40 戶發放。 

287 

 

活動紀實如后： 

 

 

 

 

行  動  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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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南瑪都颱風賑災，慈濟志工到三地門鄉綜合體育館關懷德文村與

達來村撒村的村民。 

 

 

 

 

 

 

 

 

 

屏東南瑪都颱風賑災，南瑪都颱風在南部地區造成淹水災情，慈濟志

工展開關懷行動，逐戶關懷受災鄉親，志工致贈慰問金予受災戶。 

行  動  紀  實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57378&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style=&Item=20&qc=0&dfmt=p&queryCB=(%E5%8D%97%E7%91%AA%E9%83%BD)&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chkEventTime=&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E5%8D%97%E7%91%AA%E9%8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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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拉颱風挾帶強風豪雨，造成花蓮部分地區受創；慈濟志工前往臨時

安置所發放慰問金予和中部落受災鄉親。 

 
慈濟基金會為蘇拉颱風 13 戶受災民宅協助原地修建工程，營建處同

仁勘查工程情形。 

行  動  紀  實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504106&iid=4&sid=0&searchdata=1&Idx=B,C,D,E,F,G,H,I,J,K,L,M,N,&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8%98%87%E6%8B%89%E9%A2%B1%E9%A2%A8)&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AdvFild1=&AdvFildValue1=%E8%98%87%E6%8B%89%E9%A2%B1%E9%A2%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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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拉颱風挾帶強風豪雨，造成花蓮部分地區受創；慈濟志工前往臨時

安置所發放慰問金予和中部落受災鄉親，志工恭敬地送上慰問金予鄉

親。 

 
蘇拉颱風造成災情，慈濟志工展開救援行動，關懷受災鄉親，志工們

協助鄉親清掃家園、剷除泥土。 

行  動  紀  實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500108&iid=4&sid=0&searchdata=1&Idx=B,C,D,E,&style=basic&Item=20&qc=0&dfmt=p&queryCB=(%E8%98%87%E6%8B%89)&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chkEventTime=&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E8%98%87%E6%8B%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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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颱風挾帶強風豪雨侵襲台灣，造成屏東災情嚴重，慈濟志工前往

恆春鎮，展開 90 條動線的發放關懷。 

 

 
天秤颱風挾帶強風豪雨侵襲台灣，造成台東災情嚴重，慈濟志工前往

大武鄉發放慰問金並持續關懷災民。 

行  動  紀  實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79495&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F,G,H,I,J,K,L,M,N,&style=basic&Item=20&qc=0&dfmt=p&queryCB=(%E5%A4%A9%E7%A7%A4%E9%A2%B1%E9%A2%A8)&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chkEventTime=&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E5%A4%A9%E7%A7%A4%E9%A2%B1%E9%A2%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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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芮颱風挾帶豐沛雨量，造成基隆市土石流災情，慈濟志工前往災區

展開關懷行動，了解鄉親受災情形及所需的援助，志工擁抱受到驚嚇

的老奶奶。 

 

 
雲林縣口湖鄉康芮颱風賑災，慈濟志工發放慰問金予受災戶，並與鄉

親溫馨擁抱。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98551&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F,G,H,I,J,K,L,M,N,&style=adv&Item=20&qc=0&dfmt=p&queryCB=(%E5%BA%B7%E8%8A%AE%E9%A2%A8%E7%81%BD)(%E5%BA%B7%E8%8A%AE%E9%A2%B1%E9%A2%A8)&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1&chkEventTime=on&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AND&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E5%BA%B7%E8%8A%AE%E9%A2%B1%E9%A2%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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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區培力與學生德才培育 

重建區新芽獎學金的設立，是期盼重建區的莘莘學子能如同美麗

的種子，在大地發芽茁壯，成為頂天立地的大樹，不因教育資源或經

濟問題中斷學習，因而以「新芽」取名。 

慈濟新芽獎學金不僅衡量智育成績，更重視品德表現，設有 5 項

獎學金─「進步獎」、「學習領域獎」、「孝悌獎」、「特殊表現獎」

和「全勤獎」，國小每名 2000 元、國中 3000 元、高中職 5000 元、

大專暨研究所以上每名 8000元，此次 234人共發出逾百萬元獎學金。 

執行時間：2014 年至 2016 年 

執行地區：台南、高雄及屏東等重建區 

執行成果：提供 423 位學子新芽獎學金 

重要記事： 

‧2016 年 9 月 27 日慈濟基金會在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舉辦「重建區

新芽獎學金」頒獎典禮 

慈濟基金會 2016 年 9 月 27 日在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舉辦「重建

區新芽獎學金」頒獎典禮，共有兩百三十四名來自高雄地區莫拉克風

災重建區的學生獲獎。其中，二度獲獎的民族大愛國小六年級陳家

宜，母親在今年六月發生車禍，臥病在床，她不僅無微不至的照顧，

自己的功課也沒有荒廢，再度獲頒獎學金全勤獎。孝順的陳家宜說，

獎金要交給媽媽貼補家用。 

慈濟基金會社工卓素霞說，家宜的媽媽因嚴重車禍受傷，原本就

是媽媽小幫手的她，除了到醫院照顧外，還扛起所有家務，課業部分

也沒有因此落後，一如往常到課輔班寫功課、自修，讓她再度獲獎。 

行  動  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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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愛國小六年級學生陳家宜（左）二度獲頒慈濟獎學金。 

 

 

 

高雄重建區新芽獎學金頒獎典禮，慈濟志工為莫拉克風災重建區的學

生提供獎學金，幫助莘莘學子順利完成學業。 

行  動  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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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重建區新芽獎學金頒獎典禮，慈濟志工為莫拉克風災重建區的學

生提供獎學金，幫助莘莘學子順利完成學業。 

 

台南「莫拉克風災安學計畫」關懷祝福活動「安心就學・點燃希望」

助學專案；活動現場。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351362&iid=3&sid=0&searchdata=1&Idx=B,C,D,E,&style=basic&Item=20&qc=0&dfmt=p&queryCB=(%E8%8E%AB%E6%8B%89%E5%85%8B)&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chkEventTime=&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E8%8E%AB%E6%8B%89%E5%8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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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強化學校防災功能希望校園整建 

‧希望校園整建工程－強化學校防災 

近年來台灣強降雨威力及多起地震，造成全臺老舊學校經政府部

門評估後安全勘慮尋求援建，慈濟以防災、備災考量，評估學校為避

災重要處所，也為學子就學安全，特協助援建。人類希望來自教育，

慈濟將援建學校稱為「減災希望工程」，由校方、主管機關、與慈濟

簽訂「減災希望工程」協議書後執行。 

‧執行時間：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執行地區： 

屏東縣-高泰國中、里港國中、公正國中、內埔國中、枋寮高中等五

校。 

高雄市-杉林國中一校。 

台東縣-光明國小、建和國小、知本國中、復興國小、康樂國小、馬

蘭國小、關山國中、鹿野國小、桃源國中等九校。 

花蓮縣-佳民國小、化仁國中、中原國小、明義國小、國風國中、玉

里國中六校。  

‧援建學校概況： 

項目 執行成果 

強化學校防災、希望

校園整建計畫 

1.屏東五校(整建及臨時教室)： 

共 121 班，學生 3,345 人 

（1）.高泰國中(9 班, 學生 254 人) 

（2）.里港國中(31 班, 學生 932 人) 

（3）.公正國中(19 班, 學生 46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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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內埔國中(28 班, 學生 837 人) 

（5）.枋寮高中(34 班, 學生 861 人) 

2.台東九校整建：共 2012 班，學生 2,277 人 

（1）.關山國中( 18 班, 學生 489 人) 

（2）.鹿野國小( 6 班, 學生 61 人) 

（3）.桃源國中( 3 班, 學生 64 人) 

（4）.光明國小( 7 班, 學生 183 人) 

（5）.馬蘭國小( 30 班, 學生 678 人) 

（6）.康樂國小( 12 班, 學生 299 人) 

（7）.復興國小( 6 班, 學生 122 人) 

（8）.建和國小( 6 班, 學生 100 人) 

（9）.知本國中( 13 班, 學生 281 人) 

3.花蓮六校整建：共 189 班，學生 4,970 人 

（1）.明義國小( 59 班, 學生 1,568 人) 

（2）.中原國小(18 班, 學生 402 人) 

（3）.國風國中( 61 班, 學生 1,743 人) 

（4）.化仁國中( 16 班, 學生 426 人) 

（5）.佳民國小(6 班, 學生 69 人) 

（6）.玉里國中( 29 班, 學生 762 人) 

4. 高雄杉林國中( 11 班, 學生 2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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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屏東五校援建：共 121 班，學生 3,345 人  

1. 屏東高泰國中援建工程 

 

2. 屏東里港國中援建工程 

 

3. 屏東公正國中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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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屏東內埔國中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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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屏東枋寮國中援建工程 

 

 

台東九校援建：共 101 班，學生 2277 人：  

1. 台東關山國中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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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東鹿野國小援建工程 

 

 

 

 



-48- 
 

3. 台東桃源國中援建工程 

 

4. 台東光明國小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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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東馬蘭國小援建工程 

 

 

6. 台東康樂國小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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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台東復興國小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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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台東建和國小援建工程 

 

 

9. 台東知本國中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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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台東九校聯合動土 

 

花蓮六校援建：共 189 班，學生 4970 人：  

1. 花蓮明義國小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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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花蓮中原國小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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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花蓮國風國中援建工程 

 

 

4. 花蓮化仁國中援建工程 

 



-55- 
 

 

5. 花蓮佳民國小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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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花蓮玉里國中援建工程 

 

 

7. 花蓮六校聯合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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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校園援建：共 11 班，學生 260 人：  

1. 高雄杉林國中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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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紀事 

2016 年 3 月 12 日慈濟減災希望工程屏東五校啟用 

2016 年 3 月 12 日植樹節這天，慈濟基金會在屏東市公正國中舉

行援建屏東縣公正國中、內埔國中、里港國中、高泰國中、枋寮高中

等五所學校聯合啟用儀式。 

啟用儀式除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副署長鄭來長、縣長潘孟

安等地方首長、民代及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等人出席外，來

自枋寮、內埔、里港、高樹等各地的鄉親們更一同見證「減災希望工

程」，建設永續校園的里程碑。 

縣長潘孟安肯定五校新校舍的聯合啟用是屏東學校發展的里程

碑，代表屏東教育的整體發展邁入新紀元。他期許在優質友善的校園

環境中，建立健康、創新、關懷的教育環境，培養學生成為具有人文

素養的優質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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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5 日慈濟減災希望工程台東九校聯合啟用 

2017 年 5 月 5 日慈濟基金會與台東縣政府在關山國中，舉辦援

建學校聯合啟用典禮，包括建和、復興、馬蘭、康樂、鹿野、光明 6

所國小及關山、桃園、知本 3 所國中，總計 101 班、2277 名學生受

惠。 

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表示，希望愛是可以延續的，讓愛

傳出去，將「感恩、尊重、愛」的精神理念，透過學生去學習、去關

注；也感恩台東縣政府、各校師長、建築設計師、以及來自社會大眾

的愛心，促成這次因緣。 

台東縣長黃健庭感謝慈濟基金會伸出援手，援建台東九校建築，

過程中克服重重困難，搭建出今日莊嚴固實的全新校舍，期待孩子在

新校舍、新環境學習，能讓愛的種子發芽、茁壯，將來回饋給社會大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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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4 日慈濟減災希望工程 花蓮六校聯合啟用 

為讓花蓮學子有安全學習與上課的環境，慈濟基金會投入花蓮

「減災希望工程」，2017 年 10 月 24 日於花蓮縣國風國中舉辦校

舍捐贈暨聯合啟用典禮。此次援建工程包含玉里國中、化仁國中、

國風國中、中原國小、佳民國小、明義國小六校，共嘉惠 189 班近

5000 名學子。 

花蓮縣傅崐萁縣長表示，在花蓮這個資源不足的地區，慈濟不

僅援建六校校舍，還有將近 60 多所學校的硬體設備都得到了慈濟

的大力協助，他特地代表花蓮向證嚴法師、慈濟團隊、志工夥伴致

上最誠摯的感謝。 

慈濟基金會林碧玉副總執行長表示，證嚴法師憂心學子安全，

不能等災難來臨才開始救災，於是開始了「減災希望工程」；花蓮

六校援建自 2016 年 2 月動工，途中雖經歷 206 大地震、強颱尼伯

特、莫蘭蒂與梅姬颱風等天災，但靠著建築團隊的努力，六校皆順

利完工，24 日順利舉行校舍捐贈暨聯合啟用典禮；慈濟「減災希

望工程」兼顧安全、文化與機能，並提倡品德教育、人文培育，希

望建造出物質與心靈都屹立不搖的大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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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社區防災、防災社區推動 

執行項目： 

（一） 減災防災教育推廣，於高雄科工館及杉林大愛園區展示館莫

拉克風災文物 

（二） 備災物資及設備研發與備存並行，以及多功能折疊床椅、行

動廚房等。 

執行成果： 

‧暖胃暖身心 熱食隨即可供應－「行動廚房」 

起因九二一地震造成臺灣多處地區嚴重受災，災民無處安身，證

嚴法師看到志工在災區救人，希望能提供災民溫飽。研發「行動廚房」

的慈濟志工蔡堅印表示，他聽到證嚴法師的心願，即開始著手設計、

訂製可以行動自如且能提供大量餐食的行動餐車。 

「行動廚房」為車座與貨車車頭分離式設計，可以在災區任何一

個平地就可以停放，可將底座及上層升高增加空間，而且還可以運用

太陽能供電、熱。目前使用能源採用瓦斯，如果缺乏瓦斯時還可以燒

柴火、木炭來加熱，完全可以不受災區惡劣環境影響，五分鐘內就可

以完全展開，三小時內就可以供應上九百人食用的四菜一湯的餐盒。

若是製作香積飯或香積麵，數量可以更多，讓救災或受災民眾不會挨

餓，是災區最便利、最快效的烹調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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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防災概念的慈濟大愛行動餐車。 

 

 

志工以餐車行動廚房烹煮餐點，讓受災鄉親、第一線的救災人員皆能

獲得即時的熱食供應，且兼具安全與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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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高雄美濃區清晨 3 點 57 分發生規模 6.4 地震，造成台南

地區重大災情，慈濟志工在倒塌的維冠金龍大樓現場設立關懷站，大

愛餐車行動廚房進駐現場，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現場供應熱食，讓所有

人員都能隨時享用餐食補充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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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折疊床椅－「靜斯多功能福慧床」 

由慈濟基金會開發的靜斯多功能福慧床，攤開尺寸長 202 公分寬

75 公分高 28 公分；折疊尺寸長 75 公分寬 63 公分高 16 公分，床身

淨重 15 公斤，最大載重 300 公斤，採 PP 塑料、不銹鋼管材質製作，

數秒即可完成折疊收納，不佔空間，可搭配坪數小的急難組合屋，改

善災區生活環境品質，讓居民在休息時，避免地面潮濕或蛇蟲威脅。

福慧床於 2014 年榮獲德國紅點設計大獎的最高品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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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颱風莫蘭蒂侵襲台東，造成延平鄉紅葉村發生土石流災害，村民

緊急撤離至台東戒治所避難，志工提供福慧床給鄉親使用。 

 

 

強烈颱風莫蘭蒂侵襲台東，造成延平鄉紅葉村發生土石流災害，上百

位村民緊急撤離至桃源國小避難，福慧床讓受災鄉親睡得安穩。 

 

http://dams.tzuchi.org.tw/dams/searcher/showdata.asp?did=541042&iid=4&sid=0&searchdata=1&Idx=B,C,D,E,&style=basic&Item=20&qc=0&dfmt=p&queryCB=(%E7%A6%8F%E6%85%A7%E5%BA%8A)&DateField=&FromDate=&ToDate=&qfiletype=&SortBy=Event_Start_time&Sort=1&PUB=1&dbtype=M&MODE=&soundex=&meandex=&transfer=&RadioGroup=&chkEventTime=&AccessLevel=&State=&opnSelect=&KeyWord1=&KeyWord2=&qsid=&query=%E7%A6%8F%E6%85%A7%E5%BA%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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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身重建 

堅定初衷，信守承諾  

不忍心鄉親住在危險的山上，若興建中繼屋，幾年後仍要面對遷

與不遷、土地是否有著落、政策等問題，居民身心實難安；慈濟投注

最大心力為受災鄉親安頓身心。由屏東縣政府提供土地，慈濟新增新

來義第二期 22 戶永久住宅興建。 

執行地區：屏東新來義部落 

執行期間：2014 年至 2016 年 

執行內容：援建 22 戶永久住宅。 

重要記事： 

2015年 10月 4日慈濟援建屏東縣新來義部落永久屋第三期落成啟用

典禮，九十六位來義部落鄉親歡喜入新厝 

莫拉克隔年的凡那比颱風洪水夾帶大量土石，衝破厚實土堤重創

來義鄉來義村東部落，屏東縣政府評估常態性自然災害對部落造成重

大衝擊，身處地質不穩地區的居民深切體認後有意申請永久屋，但卻

面臨申請期限已過的難題。縣府決定支持原鄉族人的決定，再度請慈

濟協助興建永久屋，繼 2012 年 1 月第二期工程完成五十八戶後，2015

年 10 月 4 日再完工二十二戶永久住宅。屏東縣政府原民處處長曾智

勇、慈濟屏東分會黃麗香與新來義部落鄉親逾兩百位，一起見證人間

大愛。 

原民處處長曾智勇、來義鄉長竇望義、縣議員潘正義等來賓到場

與部落居民共同慶祝永久屋落成，並祝賀入住鄉親未來有更安全的居

住環境，生活更安心。鄉長竇望義致詞，感恩全球人的大愛讓鄉親有

一個安定的家，來義向來是原住民工藝之鄉，是一個堅強的部落，安

居新厝的族人們，會努力讓大家看見來義的工藝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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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縣府原民處處長曾智勇表示，有家真好，有新家更棒，來到新

來義很快的融入部落活力，謝謝慈濟人無私的愛與行動力，不分族群

完成第三期永久屋的興建。 

慈濟基金會興建的永久住宅首重安全結構，抗風、耐震；住宅坪

數分為三十六坪、三十二坪、十四坪，分別提供六到十人、三到五人、

一到二人居住。大、中坪數為雙併雙層設計，為四房二廳、二衛一廚，

一樓設有孝親房；小坪數為雙併單層設計，二房二廳、 一衛一廚。

另外，慈濟也準備廚具等入住禮，希望讓鄉親安心入住。最後邀請與

會貴賓進行贈鑰、致感謝狀及參觀新居，高偉光代表居民們感謝慈濟、

縣府及各界善心單位的幫忙與協助，典禮場面溫馨感人。 

入住典禮由排灣族住民耆老 Show Time 開場，鄉歌組曲健康操為

活動揭開序幕。各界貴賓致詞，慈濟志工徐雲彩恭讀證嚴上人祝福函

表達：「臺灣無以為寶，以愛以善為寶。感恩政府單位以及來義鄉親

對慈濟的信任與肯定，今天看到來義鄉親在此安居落戶，重新展開新

生活，相信只要用心打拼，彼此互助互愛，未來的日子會更美好。  

落成啟用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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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費使用說明 

一、經費收支總表 

期間：2009 年 8 月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總收入 4,625,713,212 

總支出 4,847,666,992 

不足金額 -221,953,780 

註：不足金額中$183,517,093 元由機構補助收入支應、$38,436,687

元由本會慈善經費支應。 
 

二、經費來源 

‧全球愛心 匯聚台灣 

回顧莫拉克颱風侵襲全台灣，重創中南部。慈濟基金會是第一個

提出興建永久屋的 NGO，也是第一個完成永久屋興建的慈善團體。慈

濟人凝聚全球五十二個國家地區的愛心與祝福，以「滴水成河」的力

量滋潤曾經受災的心靈與土地。從救助關懷到家園重建，慈濟在最短

的時間內，步步堅定完成「安心、安身、安生、安學、安居、讓山林

安養生息」的目標，見證「風雨無情，人間有愛」的台灣生命力。 

表、經費來源表 

收入項目 收入金額 百分比 

國內捐款 3,968,032,841 85.78% 

海外捐款 596,841,640 12.90% 

捐贈物品收入 18,363,283 0.40% 

利息收入 42,475,448 0.92% 

總收入 4,625,713,2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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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國家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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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支出 

序號 項目名稱 金額 說明 

一 緊急濟助關懷

階段 

242,840,608  應急金發放 28471 戶、

供應 70 萬份熱食、生活

物資發放、協助清掃工

作、義診與緊急助學等。 

二 復建重建安頓

階段 

2,605,530,297  1.安身：興建永久住宅

1280 戶、教堂與活動中

心等公眾設施。及提供

以工代賑達 36,703 人

次。 

2.安學：提供助學金予

33674 位學子及輔助 41

所中小學營養午餐等。 

3.安心：安置所心靈撫

慰、安置所及災區學校

學童課輔等，155,065

人次受惠。 

4.安生：開設原住民傳

統文化藝術班及成衣車

縫班等；36,703 人次受

惠。 

三 社區總體營造

階段 

38,488,057  開設第二階段職訓班、

輔導文創產業，成立三

個合作社等，受惠人次

90,909 人次 

四 氣候災難賑災

支出 

22,133,544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

間，包括南瑪都風災、

610 風災、泰利風災、蘇

拉風災、天秤風災、潭

美風災、蘇力風災、康

苪風災及天兔風災等氣

候災難賑災。 

援助項目包括熱食提

供、應急金發送、房屋

修繕等工作，45,98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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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受惠。 

五 社區培力與學

生德才培育 

1,788,806  台南、高雄及屏東等重

建區新芽獎學金，423

位學子受惠。 

六 強化學校防災

功能希望校園

整建 

1,766,344,049  1.屏東五校(整建及臨

時教室)： 

共 121 班，學生 3,345

人 

（1）高泰國中(9 班,學

生 254 人) 

（2）里港國中(31 班,

學生 932 人) 

（3）公正國中(19 班,

學生 461 人) 

（4）內埔國中(28 班,

學生 837 人) 

（5）枋寮高中(34 班,

學生 861 人) 

2.台東九校整建：共 101

班，學生 2277 人 

（1）關山國中( 18 班,

學生 489 人) 

（2）鹿野國小( 6 班,

學生 61 人) 

（3）桃源國中( 3 班,

學生 64 人) 

（4）光明國小( 7 班,

學生 183 人) 

（5）馬蘭國小( 30 班,

學生 678 人) 

（6）康樂國小( 12 班,

學生 299 人) 

（7）復興國小( 6 班,

學生 122 人) 

（8）建和國小( 6 班,

學生 100 人) 

（9）知本國中( 13 班,

學生 28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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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花蓮六校整建：共 189

班，學生 4970 人 

（1）明義國小( 59 班,

學生 1568 人) 

（2）中原國小(18 班,

學生 402 人) 

（3）國風國中( 61 班,

學生 1743 人) 

（4）化仁國中( 16 班,

學生 426 人) 

（5）佳民國小(6 班,學

生 69 人) 

（6）玉里國中( 29 班,

學生 762 人) 

4.高雄杉林國中(11 班,

學生 260 人) 

七 社區防災、防災

社區推動 

9,471,693  減災防災教育推廣： 

1.高雄科工館及杉林大

愛園區展示館莫拉克風

災文物展。 

2.備災物資及設備研發

與備存並行，以及多功

能折疊床椅、行動廚房

等。 

八 安身重建 34,448,314  屏東新來義部落三期永

久住宅，援建 22 戶。 

九 賑災支出 112,561 麥德姆颱風 /鳳凰颱

風：供應熱食 56 份，香

積麵/飯 39 袋、生活包

40 份、飲用水 20 箱等物

資及應急金發放 6 戶。 

十 綜合庶務費 120,989,937 人事行政費用支出 

十一 捐募活動經費

支出 

5,519,126  

 總支出 4,847,66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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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  論 

2009 年的莫拉克風災重創南台灣，許多鄉親流離失所甚至失去

摯愛親人，在驚世災難中我們見證人世間的無常，在無常中我們也看

見人間的長情大愛，在人們遭逢生離死別的時刻，默默發揮膚慰的力

量。「驚世災難、警世覺悟」，莫拉克風災中除了驚覺人類對地球的破

壞已超乎大自然所能承受，惟有人類的深刻反醒、疼惜萬物大自然、

降低自己的物欲，地球才能永續，人類也才能免於氣候災難所苦。  

八八專案歷時八年，專案執行期間逾 56 萬人次的志工人力投入

救災關懷行動；莫拉克風災發生後，慈濟志工秉持聞聲救苦之慈悲心

及長期累積的救災經驗，展開遍及台南、高雄、屏東和台東等四縣市

受災地區的災後重建工作，以及擴及全台的氣候災難關懷行動。如今

回顧，本會因應各種災況需求，所執行的各項行動目標以及完成的各

項專案成果彌足珍貴，特別是走過災難後所留下的寶貴救災經驗，本

會願將所累積的救災經驗與政府及民間組織共同分享交流。  

「在暗角點一盞燈、為苦難人提燈照路」，慈濟基金會的成立始

於慈善，由施醫、施藥、施錢糧到長期膚慰陪伴。慈濟賑災秉持直接、

重點、務實、尊重的原則，以走到最前、做到最後的精神，建立即時、

長期關懷的社區互助系統。本專案雖已結束，但我們對受災鄉親的關

懷，以及因應災難演變所延伸的慈悲科技行動，並不會因為專案結束

而停下腳步，今年度本會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共同合作攜手打造

救災科技平台，期望運用先端的救災科技，於災難現場精準掌握災情

災況，讓救災行動更加即時、精確。 

一如本專案成果報告之「前言」所提，慈濟本於創辦時的願景和

初衷：「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祈求天下無災難」，將持續做好膚慰人

間苦難的重要角色，並與時俱進不斷精進各項救災的能力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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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風災紀實及參考資料之網址： 

用愛展現奇蹟 莫拉克風災紀實【線上論壇】。取自

http://tw.tzuchi.org/projects/88flood/ 

  

http://tw.tzuchi.org/projects/88f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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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  件 

一、莫拉克風災慈濟動員大事記 

二、核准公函 

三、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記錄 

四、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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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拉克風災慈濟動員大事記 

年 月日 內容 

2009 8/6 

中央氣象局 8 月 6 日早上，發佈中颱莫拉克陸上颱風警

報。慈濟基金會即刻啟動大型急難救助志工動員機制，

於靜思精舍成立總指揮中心，全台各地相繼成立合心防

災協調中心。各縣市慈濟志工，展開社區關懷行動，關

懷鄰里及弱勢家庭，呼籲做好防颱準備。 

2009 8/8 

莫拉克颱風連日超大豪雨重創台灣中南部。慈濟基金會

全面投入賑災，慰問、勘災、發放、清掃、義診五管齊

下，並於社區招募民眾互愛互助，加入清掃家園行列。 

2009 8/9 

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南部傳出淹水災情，高雄楠梓區

慈濟志工冒雨造訪康欣養護中心查看，得知長者皆已遷

往他處避難。但見院區積水淤泥，遂動員志工二十人協

助中心人員一起清掃環境。 

2009 8/10 

莫拉克颱風帶來巨大豪雨，台灣中南部災情頻傳告急。

慈濟高雄分會今天將旗山、美濃地區劃分成二十條勘災

路線，由訪視組一百六十八位志工進行勘災與膚慰。南

區慈濟人醫會也由洪宏典醫師帶隊一起參與義診和援助

工作。 

2009 8/11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慈濟志工跨區動員近四百七十

人，進入嘉義民雄地區，展開協助鄉民清掃、發放生活

包、訪視關懷等工作。薩爾瓦多共和國駐華武官格拉伊

上校伉儷，也由慈濟志工和翻譯官陪同，南下參與清掃

災區。 

2009 8/11 

南投慈濟志工前往水里鄉，關懷因莫拉克颱風八八水

災，於新台十六線公路落水失蹤者的家屬們，並由當地

志工持續陪伴協助後續關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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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8/11 

莫拉克颱風重創菲律賓中呂宋島，有十一個省份受災，

慈濟志工 11 日前往三描禮示省（Zambales）伯多蘭鎮

（Botolan）勘災。16 日舉辦三場賑災發放，提供大米等

物資及慰問金，幫助一千零三十五戶受災居民。 

2009 8/12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重創南台灣，全台六家慈濟醫院及

慈濟人醫會志工，投入救災及災區義診。慈濟於重災區

設立十三個醫療站，慈濟人醫會在屏東佳冬、萬丹、林

邊、嘉義金興、東石、瑞里與高雄旗山及順賢宮設立醫

療站，就近為受災鄉親義診。 

2009 8/12 

台北地區慈濟志工，12 日出動訪視功能組志工五十人，

南下支援高屏地區，展開莫拉克颱風災後援助個案調查

與評估工作。13 日起，動員志工分梯南下支援災區清理

污泥及重建工作。 

2009 8/12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援助。高雄慈濟志工動員一千二百

多人投入旗山鎮清掃，PTT 網站號召八十二位年輕網友，

與十五位慈青，也跟隨慈濟志工前往打掃。 

2009 8/12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援助。台南慈濟志工持續以六大動

線，前往台南縣二十多個鄉鎮發放慰問金及打掃家園，

大學生也熱情加入打掃行列。 

2009 8/12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空中勤務總隊救難直升機，在執

行救難任務時發生墜機意外，機上三名救難英雄遺體在

山區尋獲，屏東慈濟志工前往內埔農工膚慰家屬，並為

往生者助念。 

2009 8/12 

莫拉克颱風重創台灣，全球五十二個國家地區的慈濟志

工，同步進行「八八惡水毀大地・秉慈運悲聚福緣」募

心募款活動。慈濟救災行動定為「三大階段、六大目標」，

從緊急救難期、到中、長期復建工程，陸續推動「安身、

安心、安居、安學、安生、山林安養生息」等計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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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陪伴受災鄉親走過苦難，重建家園。 

2009 8/13 

台中、南投慈濟志工一行四十人，前往南投信義鄉進行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勘災訪視，走訪明德村、羅娜村、

同富村、久美村，關懷及發放了二十六戶人家，送上急

難慰問金、生活包、環保毛毯，以及上人與全球慈濟人

的慰問信。 

2009 8/13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高雄慈濟志工持續關懷內門鄉順

賢宮安置中心災民，並前往旗山國中設置服務中心，關

懷寶來、六龜與桃源鄉的災民，提供災民慰問、熱食與

義診。另有慈濟志工前往旗山醫院關懷受傷的災民，及

為往生者助念。 

2009 8/13 

莫拉克颱風水災援助。慈濟於屏東內埔農工設置服務中

心，關懷霧台鄉、三地鄉受災民眾，並提供生活包、毛

毯與電風扇。 

2009 8/13 

嘉義縣東石鄉因八八水災淹水的地區，水漸退去，慈濟

嘉義聯絡處志工立即動員勘災慰問。志工分成數條動

線，分別前往中洲村、東崙村、港漧村、掌潭村，發放

急難慰問金及生活包等物資。 

2009 8/13 
慈濟內湖聯絡處聚集二百五十位志工，為莫拉克颱風水

患災民趕製環保毛毯。 

2009 8/13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台南慈濟中學師生，利用課餘時

間，於 13、15、16 日分別前往學甲、佳里、大內、林邊

等地清理災區。花蓮慈濟教育志業體打掃志工，自 18 到

23 日總共四梯次，前往屏東林邊打掃。慈濟技術學院組

成學生志工服務團隊，20 日前往台東大武國小，展開為

期一週的「重整校園送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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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8/13 

慈濟加拿大分會 13 日起展開台灣八八水患賑災募款活

動，超市及店家熱心提供場地，當地華人團體也主動加

入募款行列。加拿大分會副執行長郭保泰（濟譽），於

29 日舉辦的「平安吉祥齋戒祈福會」上公布募款總額，

為加幣二百零一萬元（約台幣六千萬元）。 

2009 8/14 
莫拉克颱風水災援助。嘉義聯絡處規畫了五十一條動

線，往嘉義縣各鄉鎮繼續發放慰問金及生活包。 

2009 8/14 

慈濟屏東分會 14 日，分別在屏東火車站、太平洋百貨及

東港國小三地，同步定點招募志工前往災區協助清掃工

作。15 日一早，三輛遊覽車滿載著屏東在地志工進入災

區，用自己的雙手協助自己的鄉親重建家園。 

2009 8/15 

慈濟全台各分會聯絡處陸續舉辦「歡喜．感恩．七月吉

祥」祈福會，並為八八水災受難鄉親祝禱。近二百場，

逾十五萬人，以戒慎虔誠的心念為受災鄉親祝福祈願。 

2009 8/15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援助。慈濟廣邀社區民眾一起協助

台南、高雄、屏東災民打掃家園。15 日周末假期，有一

萬五千位志工與當地鄉親參與；16 日星期天，動員一萬

八千人。 

2009 8/15 

以色列駐台代表甘若飛伉儷，跟隨慈濟志工隊伍南下屏

東，挽起袖子幫忙清掃災區，同時他還向以色列政府與

企業界，募得二百套淨水器，以及兩套七千公升的水質

輸送系統，提供災民乾淨的飲用水。 

2009 8/15 

慈濟新加坡分會舉辦三場「感恩．歡喜．七月吉祥」祈

福會，邀請民眾一同以「行孝、行善、正信、齋戒」的

正信觀念迎接農曆七月。祈福會上，全場也爲台灣莫拉

克颱風八八水患災民虔誠祈禱，捐款賑災。 

2009 8/15 
全美慈濟志工總動員，為台灣八八水患賑災，展開街頭

募心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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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8/15 

慈濟澳洲布里斯本聯絡處舉辦「台灣八八水患祈福會」，

布里斯本、黃金海岸兩地負責人與安琪拉修女，共同帶

領一百二十多位民眾祈福，而與會華僑亦紛紛踴躍捐款

賑災。 

2009 8/16 

上海慈濟志工於長風會所，為台灣莫拉克颱風水患災民

舉辦一場「八八水災祈福晚會」，共有志工及會眾三百

六十人與會祈福。 

2009 8/16 

慈濟基金會與大愛電視台聯合舉辦「以愛撫平傷痛，用

善消弭災難——八八重建，募心募款」直播特別節目，

邀請藝人、慈濟志工與實業家，一起為災區鄉親祈福募

款。 

2009 8/17 

巴拉圭代理大使裴瑞茲女士（Adela Victoria Jimenez De 

Perez）代表大使館捐款六萬元，委由慈濟賑濟八八水

災。大使館武官夫人米麗安（Mirian Insfran de 

Gonzalez）則是三度南下參與慈濟志工清掃災區。其中，

27 日並邀請西班牙駐華辦事處代表夫人安賀蕾（Angeles 

Torres）和委內瑞拉外商夫人賈桂琳（Jackie Nunez）

一起參與。 

2009 8/18 

大林慈濟醫院在莫拉克颱風水患災區，屏東縣林邊鄉仁

和村及崎峰村開設夜間「星光義診」，讓大家在一天辛

苦的清理家園後，有一個可以處理傷口、左鄰右舍相互

鼓勵喘息的機會。 

2009 8/18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台北聖堂慈善部門的陸少波長老

伉儷，陪同亞洲區慈善部門負責長老仲國強（Joseph 

Chung），與台北聖堂長老溫德中（Stanley Wan）一同

拜訪慈濟花蓮本會，就八八水災的後續關懷，主動表達

與慈濟合作的意願。宗教信仰雖不同，大愛情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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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8/19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負責桃源鄉搜救的國軍裝甲 542

旅士兵，連日徒手挖掘罹難者遺體，累積的壓力與恐懼，

出現無法睡眠、下大雨恐慌等症狀。靜思精舍法師獲悉

後，收集現場志工所有慈濟佛珠一百多串，膚慰官兵身

心。 

2009 8/20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慈濟展開中期安心工程，以正向

性的情感引導及移轉為方法，療癒創傷，帶動親子找回

生命的動力，陪伴受災鄉親走過風雨。 

2009 8/21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援助。北中南慈濟志工攜手合作，

為中長期「安心、安生、安身」援助計畫，展開地毯式

訪視關懷，走訪高雄縣高樹鄉，以及屏東萬丹鄉、新園

鄉、林邊鄉、佳冬鄉、崁頂鄉、枋寮鄉、霧台鄉、三地

門鄉、東港鎮，探訪約一萬三千戶，評估援助需求。 

2009 8/21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高雄慈濟志工前往旗山鎮廣聖醫

院協助清掃。院長感恩慈濟志工從卡玫基颱風到八八水

患，一貫無私的付出關懷，決定無償提供土地給慈濟使

用，以期召募更多志工，學習行善的精神，改善社會風

氣。 

2009 8/21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南投慈濟志工再度深入信義鄉神

木村、同富村，逐戶關懷鄉親災後復原及孩子就學情形，

並發放急難慰問金。 

2009 8/22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居民於甲仙五里埔，為八八水災中

罹難的村民舉辦二七法會，近百位慈濟志工前往現場膚

慰陪伴，慈濟人醫會也於現場設置醫療站即時提供醫療

服務。 

2009 8/22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災後十五天，通往嘉義縣梅山鄉

瑞里及瑞峰的聯外道路終於搶通，嘉義慈濟志工立即前

往膚慰飽受苦難煎熬的居民，並發放慰問金及生活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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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8/22 

英國倫敦慈濟志工利用週末及週日假期，於華人超市為

台灣莫拉克風災八八水患募心募款。超市老闆慨然贊

助，兩岸華人同胞捐款熱烈。 

2009 8/22 

加拿大維多利亞慈濟志工，利用週六、週日兩天假期，

上街為台灣莫拉克颱風八八水患募心募款。華人長老會

主動前來參與，南林尼僧院的師父們也來共襄善舉。 

2009 8/25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災後第十八天，慈濟醫療團隊進

駐重災區林邊鄉光林村，在文馨托兒所設立醫療站，就

近守護忙於清理家園的村民和國軍的健康。 

2009 8/26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慈濟花蓮本會社工、高雄分會社

工、志工共七位，拜訪茂林鄉多那國小、茂林國中及國

小的校長，關心受災學童的就學問題。並帶來學校所需

的白米、礦泉水、麵包等物資。 

2009 8/27 

慈濟菲律賓分會前往仙範市監獄（San Juan City Jail）

關懷受刑人，提供免費牙科義診及裝置假牙。為了讓受

刑人也有造福機會，志工並展開募心募款，廣邀受刑人

為莫拉克颱風受災的菲律賓災民和台灣災民奉獻愛心。 

2009 8/27 

菲律賓慈濟志工一行八人，前往基仁諾紀念醫學中心燒

燙傷部門（Quirino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Burn Unit）

關懷病患，提供藥品，同時膚慰受傷患者。 

2009 8/28 

八八水災過後，高雄桃源鄉與六龜鄉的受災鄉親共一百

四十二戶四百六十七人，27 日接受安置住進高雄縣燕巢

鄉國軍「鳳雄之家」。自 28 日起，左營、楠梓、鼓山區

慈濟志工接力關懷，每天前來關懷陪伴，並提供生活協

助。 

2009 8/30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慈濟志工關懷學區橫跨阿里山災

區的番路鄉民和國中，於開學前夕送上生活包，並幫助

經濟發生困難的學生安心就學。大林慈濟醫院也支援醫



-84- 
 

療，由急診科主任李宜恭醫師為學生檢查健康狀況。 

2009 8/30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高雄慈濟志工前進和春技術學院

旗山校區，為借用該校復學的桃源國中與桃源、樟山、

興中、建山四所國小及其附設幼稚園，打掃教室和學生

寢室。開學後，慈濟志工將繼續協助這五所受災學校的

學生課業輔導。 

2009 8/30 

慈濟印尼巴淡島聯絡處第一次舉辦七月吉祥祈福會，邀

請民眾一同來行善、行孝、響應齋戒，並為莫拉克水災

災民祈福，不少民眾捐出善款賑災。 

2009 8/31 

八八水患災後第三週，高雄甲仙國中開學日，與慈濟基

金會共同舉辦「風雨無情．人間有愛」感恩祈福活動暨

文具用品捐贈儀式。學生每人一張祈福卡，寫下對罹難

同學的追思，及對未來的祈願與祝福。 

2009 9/02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慈濟展開「小太陽的微笑—有愛

就有希望」安心輔導計畫，首先由高雄慈濟教育志工團

隊，包括教聯會、大愛媽媽與慈青近四十位，前往和春

技術學院旗山校區，陪伴安置在此的桃源鄉桃源國小、

樟山國小、興中國小、建山國小及幼稚園學童，讓老師

喘息、家長安心；也計畫週休二日做課業輔導、心靈互

動。 

2009 9/07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患，災殤滿月，嘉義通往阿里山鄉的

主要道路局部搶通，慈濟志工輾轉經由嘉義縣、雲林縣、

南投縣再進入阿里山豐山村、來吉村，膚慰留守家園的

受災鄉親，並致贈應急金、醫藥包。 

2009 9/11 

慈濟和高雄甲仙國中合作，由慈濟教育志工團隊到校推

展「安心輔導計畫」，藉由各項社團活動，幫助學生撫

平八八水災帶來的心靈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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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9/11 

由台中縣政府、豐原市公所聯合主辦、豐原慈濟志工承

辦的「七月吉祥平安祈福晚會」，在九二一地震屆滿十

周年前夕，於當年地震重災區豐東路的「聯合市場」舉

行，同時悼念十年前震災，也為八八水災災民祈福。 

2009 9/13 

高雄鳳山地區慈濟志工接受縣政府委託，一連五天在陸

軍官校，為八八水患時倉促離家暫時安置在此的鄉親們

發放近五百箱衣服。 

2009 9/15 

八八水患災後，各級學校陸續開學，台東慈濟志工展開

「安心就學方案」，三天時間走訪大武鄉、太麻里鄉、

金鋒鄉、卑南鄉、成功鎮、台東市區等，從幼稚園至大

專院校共三十所學校，為一百七十七位受災戶子女繳交

學費。 

2009 9/17 

八八水患災後四十天，「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布中會八

八水災平安追思禮拜」在牧師帶領下，一百多位那瑪夏

鄉民族村的村民，返回殘破的傷心家園，為受難親人祝

禱。慈濟志工及世界展望會同仁一起陪同禮拜。 

2009 9/19 

慈濟基金會舉辦「九二一地震十周年」暨「八八水災」

感恩與祝福愛灑祈福會，在台灣屏東千禧公園、南投聯

絡處、台中霧峰國小、高雄旗山國中四個現場同步進行，

透過視訊連線與全球二十個國家、一百一十四個地點同

步祈禱，也為苦難者祈福。 

2009 9/19 

八八水災造成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四百多位村民不幸罹

難。高雄縣甲仙鄉公所於 19、20 日在甲仙鄉公所空地前，

舉行「莫拉克風災小林村罹難村民聯合家奠及公奠」。

四十位高雄慈濟志工前來陪伴和膚慰。 

2009 10/06 

屏東縣萬丹鄉後村村與灣內村井仔頭地區，因莫拉克風

災八八水患受到慈濟幫助，深受志工精神感動，決定開

始落實社區環保。慈濟志工應邀前來教導村民如何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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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以及分類回收。 

2009 10/08 

高雄地區慈濟教聯會、大愛媽媽和慈青志工，一行十多

人前往旗山大衛營，為八八水患受災的小朋友輔導課

業，陪伴小朋友完成當天的作業，並帶動團康、說故事，

用歡笑帶領孩子走出心理創傷。 

2009 10/15 

莫拉克風災八八水患，接受安置在高雄鳳山陸軍官校營

區的桃源鄉建山、高山兩村的鄉親，於返鄉前夕參加慈

濟為他們舉辦「感恩愛灑人間茶會」，以嘹亮的原住民

歌曲，感恩志工近二個月來的陪伴。 

2009 10/20 

摩門教亞洲區負責慈善事務長老仲國強與陸少波長老伉

儷，蒞臨慈濟高雄靜思堂拜會上人，並捐款支持慈濟為

八八水患災民援建之永久家園計畫。 

2009 10/29 

行政院院長吳敦義先生前來慈濟關渡園區拜會證嚴上

人，親自代表政府感謝慈濟基金會對八八水災重建工作

的付出，並針對目前的重建工作、後續的災民就業問題

相互討論，希望透過政民合作，確實讓受災鄉親安心、

安身又安生。 

2009 11/01 

莫拉克風災八八水患屆滿百日，慈濟於高雄小巨蛋舉辦

「靜思．智慧．大愛」讓善念共振萬人祈福會。那瑪夏

鄉南沙魯村布農族族人，獻唱慈濟歌選「普天三無」與

布農族豐收之歌「報讚（戰）功」，傳達和平與感恩。 

2009 11/15 

莫拉克風災八八水患，慈濟援建的「高雄杉林慈濟大愛

園區」，動土典禮於 11 月 15 日舉行，由總統馬英九、

高雄縣長楊秋興和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等人共

同執鏟。工程提前於 10 月 13 日開始整地建造，三十位

受災鄉親接受慈濟「以工代賑」，參與重建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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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12/16 

心繫莫拉克風災災民，上人歲末行腳抵達高雄杉林慈濟

大愛園區工地，勉勵營建團隊以建立國際典範為目標，

提供受災鄉親最高品質的新家。上人致贈每位工地菩薩

福慧紅包，表達感恩與祝福，並叮嚀人人注意安全 

2009 12/16 

因八八水災賑災因緣，高雄縣政府將荒廢多年的旗山農

民休閒中心，免費提供給慈濟設立高雄旗山聯絡處。當

地慈濟歲末祝福活動首次在此舉辦，上人親自到場祝福。 

2009 12/23 

慈濟基金會與台北豪景大酒店合辦「耶誕傳情，送愛心

到災區校園」活動，為莫拉克颱風受災的桃源鄉桃源國

中、桃源國小、樟山國小、興中國小與建山國小等五所

學校，近四百位原鄉孩子送來耶誕禮物與祝福。 

2009 12/23 

高雄慈濟志工為以工代賑、打造自己家園的原住民鄉

親，舉辦一場「杉林慈濟大愛園區耶誕節感恩會」，有

工地鄉親、慈濟營建處工程人員及志工等約二百人參加。 

2010 1/01 

全球各地熱鬧迎接 2010 年第一道曙光時，三百位慈濟醫

療志業醫護人員與眷屬披星戴月，從花蓮、台北、台中、

嘉義兼程趕往高雄縣杉林慈濟大愛園區，參與鋪設連鎖

磚，期盼讓八八水患受災鄉親早日有個安全的家。 

2010 1/03 

慈濟屏東分會自 1 日起，舉辦三天共十三場歲末祝福活

動。3 日特地為八八水患災區的高樹鄉新豐、舊寮、菜寮、

司馬、泰山等五村舉行一場歲末祝福，七百多位鄉親懷

著歡喜、感恩的心，踴躍參與。 

2010 1/05 

慈濟自 1 月 5 日至 2 月 2 日，為即將入厝高雄杉林慈濟

大愛園區的鄉親，舉辦為期五週五梯次的人文營，結營

及圓緣活動於 2 月 2 日在高雄靜思堂舉行。 

2010 1/12 
台東慈濟志工帶著禦寒衣物、環保毛毯及生活物質，前

往金峰鄉嘉蘭村關懷八八水災受災鄉親。 

2010 1/15 響應海地賑災，在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參加以工代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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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八受災鄉親，主動捐款獻愛心，希望號召更多人響

應愛的行動。 

2010 1/20 

慈濟旗山聯絡處首次開辦職訓課程，讓莫拉克風災遷村

於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的居民，有機會學習一技之

長，每週三、四、五上課。 

2010 1/21 

莫拉克風災後，在高雄仁美營區渡過近五個多月離鄉背

井的日子，那瑪夏鄉民今返鄉。慈濟志工於歡送會上以

一首「我們都是一家人」手語歌，互道珍重再見。 

2010 1/24 

慈濟志工於莫拉克颱風期間至阿里山鄉豐山村救災，發

現當地缺乏醫療資源，村民求醫困難，雲嘉南區慈濟人

醫會於今日組隊上山義診，未來將定期提供義診服務。 

2010 1/30 

證嚴上人為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主持「慈濟法船」揭

幕儀式，並在甫落成的社區教堂，為即將入住園區的八

八水災受災鄉親祝福。上人期勉鄉親們提升人文，做孩

子的模範，培養下一代出人頭地，成為人品典範。 

2010 2/05 

國際知名藝術家吳炫三，將珍藏多年的一百個甕捐出義

賣，捐贈儀式在台北內湖丁紹光藝術中心舉行，所得捐

予慈濟作為莫拉克風災災民興建永久住宅之用。 

2010 2/06 

台中慈濟志工四十四位，把握春節前最後一個週末，到

杉林慈濟大愛園區鋪設連鎖磚。其中有夫妻檔、父子檔，

還有曾任警界的同事檔，大家安頓好家中事務，趕緊來

付出愛心。 

2010 2/08 

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第一期工程完工。高雄縣政府為

第一批核准入住的莫拉克風災災民，舉行永久住宅入住

簽約典禮。 

2010 2/09 

國軍八軍團由指揮嚴德發中將帶領，協助杉林慈濟大愛

園區鋪設連鎖磚，自 9 日至 11 日連續三天分日夜二班，

共動員四千一百一十人次，完成九條街道連鎖磚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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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10 

莫拉克風災後，被安置在陸軍官校與工兵學校的高雄縣

那瑪夏鄉、桃源鄉、甲仙鄉等地災民，今入住杉林慈濟

大愛園區。鄉親代表靼虎宣讀「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

住民生活承諾書」，期許園區成為國際模範、世紀典範

的部落社區。 

2010 2/11 

慈濟基金會在高雄縣杉林慈濟大愛園區，為莫拉克風災

鄉親舉辦入住圍爐，席開三百桌。總統馬英九、立法院

長王金平、行政院長吳敦義、高雄縣縣長楊秋興與慈濟

基金會代表親臨祝賀，與鄉親一起圍爐團圓。 

2010 2/12 
杉林慈濟大愛園區「漢民區」鄉親入住交屋儀式，入住

對象為高雄縣甲仙、六龜、杉林、旗山及美濃受災鄉親。 

2010 2/18 

台北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高振群大使等一行四人，特

地為慈濟新澤西分會送來一方「功資拯濟」匾額，感謝

慈濟新澤西分會為 2009 年莫拉克風災無私的付出。 

2010 2/22 

莫拉克風災，慈濟援建屏東縣高樹鄉新豐村八戶永久

屋，舉行上樑典禮，並以工代賑僱用受災戶投入興建自

己要住的房子，預計三月底完工，讓受災戶入厝。 

2010 3/04 
台灣高雄縣甲仙鄉發生芮氏規模 6.4 地震，慈濟志工立

刻啟動關懷，安撫八八水災受災鄉親。 

2010 3/07 

「高雄縣杉林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在杉林慈濟大愛園

區揭牌啟用，提供居民「心理、就學、就業、福利、生

活及其他轉介」六大服務，並延伸「生活濟助、健康服

務、人文生活推動、文史記錄與傳承、志願服務及社區

總體營造」六項功能。 

2010 3/21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永久住宅援建計畫，台南縣玉井慈

濟大愛園區舉行動土典禮。 

2010 4/18 
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住民發起的合心築夢「magit 市

集」正式開張，現場展出住民的手工藝品與各項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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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園區來自高雄縣山區六鄉鎮住民的多元文化特色，

象徵在園區展開新生。 

2010 4/19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慈濟援建屏東高樹鄉新豐村八戶

永久住宅落成，舉行高樹慈濟大愛園區入住典禮。 

2010 4/26 

慈濟援助莫拉克風災八八水患，在屏東縣的中央廣播電

台長治分台基地興建永久住宅，安置霧臺鄉阿禮、吉露、

伊拉、佳暮四個部落及三地門鄉達來村、德文村災民。

26 日舉行動土典禮。 

2010 4/29 
慈濟高樹環保站週四晚間的「星光環保」定期活動，新

豐村高樹慈濟大愛園區五位住民也一起來做志工。 

2010 5/10 

慈濟基金會與成衣業者德式馬、台南企業合作，10 日起

在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開辦為期五週的車縫課程，

由台南企業副課長張美貞授課，免費讓住民學習技能。 

2010 5/11 

屏東長治慈濟大愛園區已動土興建，來自霧台鄉、三地

門鄉等地的受災鄉親，今日來到園區報到，投入首批以

工代賑的行列。 

2010 5/15 

林務局推動植樹減碳活動，邀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鄉

親在園區共植四千餘棵樹，現場也致贈二千株樹苗讓鄉

親美化家園。 

2010 6/20 
總統馬英九前往屏東長治慈濟大愛園區，視察工程進

度，肯定慈濟志工的付出與用心。 

2010 7/10 
屏東長治慈濟大愛園區進入景觀工程施作階段，逾五百

位屏東縣政府同仁、慈濟志工與鄉親，合力鋪設連鎖磚。 

2010 7/10 

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的「陽光餐飲協會」鄉親，在喜

樂廣場舉辦「陽光感恩餐會」，推出三十道素食餐，邀

請志工、民眾享用，以感謝慈濟與各界於風災後的協助。 

2010 7/11 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再添新成員，有一百零六戶入住。 



-91- 
 

2010 8/02 

八八水災一周年前夕，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四十三位

住民展開感恩之旅，首站到台中慈濟東大園區，展售原

民特產及手工藝品，並以優美歌聲感動人心。 

2010 8/03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周年前夕，台南縣南化鄉關山村、

玉山村羌黃坑部落與東山鄉南勢村五叉溝部落的受災鄉

親，入住玉井慈濟大愛園區。 

2010 8/06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周年前夕，由慈濟援建的屏東長治

百合部落園區，今舉行入厝典禮，霧台鄉阿禮、吉露、

谷川、佳暮及三地門鄉達來與德文等六個部落鄉親入住。 

2010 8/25 

屏東縣政府舉辦「愛，一直都在」莫拉克風災記錄「相

片」及「影像」徵選活動，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榮獲相

片組十一項、影片組銅牌等獎項。獲獎作品自 9 月 6 日

至 30 日於屏東縣政府展出。 

2010 9/28 
因莫拉克風災因緣，高雄縣政府提供原農民休閒活動中

心作為慈濟旗山聯絡處，今日正式簽約。 

2010 10/02 

為協助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住民提升工作技能，慈濟

基金會結合慈濟大學岡山社會教育推廣中心，是日起每

週六、日開辦「杉林大愛園區鄉親職訓班」。 

2010 12/11 

慈濟大學岡山社會教育推廣中心舉辦「杉林八八職訓暨

九十九年度第一學期社會教育推廣成果展演」。活動結

合原住民、新住民及社區成果，展現族群特色。 

2010 12/11 

慈濟大學岡山社會教育推廣中心舉辦成果發表會，其中

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住民職訓班，學員製作的牛軋糖

已在網路行銷，頗受好評。 

2010 12/25 

慈濟基金會莫拉克風災助學專案，在全台進行「安心就

學、點燃希望」祝福活動，頒發助學金給雲林、嘉義、

台南、高雄、屏東、台東的受災學子。是日開始到 2011

年 1 月 2 日頒發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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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24 

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琉璃藝術職訓班今日開課，由慈

濟基金會與高雄市原民會合作，邀請臺灣工藝發展協會

理事長黃安福，為鄉親授課，培養一技之長。 

2011 2/25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教育學系與南華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一

行六人，參訪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肯定志工災後迅

速重建家園，並兼顧產業、文化、心靈及照護工作。 

2011 3/03 

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竹編職訓班今日開課，邀請南投

竹山「牛車輪竹品坊」吳正揚老師親自授課，結合原住

民與漢人文化，創新臺灣傳統竹藝技術。 

2011 3/12 

關懷八八水患災民，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第二期興建

工程，由行政院院長吳敦義、高雄市市長陳菊與慈濟基

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等人主持動土典禮，將再興建二

百多戶永久住宅及一所小學。 

2011 5/21 

慈濟基金會莫拉克風災安學計畫持續推動，即日起至 6

月 14 日舉辦十一場助學金頒發暨祝福活動，共五百九十

二所學校、一萬兩千四百一十人受惠。 

2011 6/18 
慈濟援助八八風災，在屏東南岸農場興建五十六戶永久

住宅，嘉惠新來義部落鄉親。是日舉辦動土典禮。 

2011 7/29 

參加「莫拉克颱風災後家園重建與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

的外賓學者，前往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參訪，志工分

享救災經驗及園區運作概況。 

2011 8/06 
莫拉克風災將滿兩年，總統馬英九與政府官員前往高雄

杉林慈濟大愛園區參訪，了解重建進度與居民生活現況。 

2011 9/05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主任謝景貴代表，出席 4 至 8 日在澳

洲黃金海岸舉辦的「第二十四屆國際軍事行動和法律會

議」，並於 5 日「人道援助與救災」議題中，分享慈濟

莫拉克風災、海地震災援助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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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0/02 

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第二期永久住宅完工，總計二百

五十戶，1 日起辦理交屋手續；2 日舉行入住茶會，高雄

市長陳菊、行政院重建會副執行長陳振川、慈濟基金會

副總執行長林碧玉皆到場祝賀。 

2011 10/25 

屏東縣長曹啟鴻率八位縣府主管，前往花蓮靜思精舍拜

會證嚴上人，感恩慈濟人馳援莫拉克風災災民，在高樹

鄉、長治鄉等地興建永久住宅。 

2011 11/03 

馳援泰國水患災民，由臺灣志業體同仁暨志工、及菲律

賓志工計十八人，組成「慈濟泰國勘災團」，3 日啟程，

協助當地志工展開賑災協調作業，並提供菲律賓馬利僅

那市「以工代賑」與臺灣莫拉克風災經驗，透過媒體、

工商界呼籲民眾一同重整家園。6 日結束任務返國。 

2011 11/03 

慈濟泰國賑災團，前往拜會泰國總理機要秘書，分享菲

律賓凱莎娜風災、臺灣莫拉克風災時啟動「以工代賑」

之經驗，並討論未來合作的方向。 

2011 12/15 

慈濟基金會於滿州鄉九棚國小校地援建十八戶永久住

宅、一棟小型活動中心，幫助屏東八瑤部落的海棠、莫

拉克風災災民。11 月 18 日拆除舊校舍，12 月 15 日動工

興建。 

2011 12/24 

慈濟基金會即日起陸續於高雄、屏東、臺南、臺北、澎

湖、金門等十地，舉行十四場莫拉克風災助學金頒發典

禮，計有三百一十五所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總計五千六

百六十七位學生受惠。此次為第三學期頒發助學金，迄

今已協助二萬九千三百五十六名學子。 

2012 1/15 

慈濟援助八八風災，15、16 日分別舉行屏東縣新埤鄉南

岸農場五十八戶永久住宅入住典禮，以及高雄杉林區民

族大愛國小竣工移交典禮。慈濟致贈電視、廚具作為入

厝禮，另捐贈童書、繪本及影音 DVD，提供學校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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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3/25 

慈濟基金會與高雄市杉林區生活重建中心合作，推動長

者供膳服務，為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獨居、子女上班

不在家的一百三十五位長者供應午餐。計畫自即日至 12

月 31 日止。 

2012 3/31 

總統馬英九率行政院官員前往靜思精舍拜會證嚴上人，

肯定全球慈濟人為臺灣做最好的國民外交，並感恩慈濟

協助莫拉克風災的重建。 

2012 5/03 

慈濟大學三位教授 3、4 日參加第八屆國際社會管理系統

學會論壇（Symposium on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s, 

SSMS），發表印尼雅加達紅溪河遷村、莫拉克風災重建

經驗論文。5 日，論壇成員參訪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

屏東長治百合部落重建區，了解鄉親生活現況。 

2012 8/08 

莫拉克風災屆滿三周年，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

動委員會，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災後重建貢獻

獎頒獎典禮，慈濟基金會榮獲「特殊貢獻獎」殊榮。 

2012 9/23 

慈濟基金會援建屏東縣滿州鄉九棚永久住宅工程，經歷

九個月施工，完成十八戶永久住宅、一棟小型活動中心。

是日舉辦入厝典禮，志工送上電視與廚具，喜賀鄉親入

厝。 

2013 1/09 

慈濟基金會展開高雄偏遠地區學校關懷計畫，志工於 1

至 3 月間拜訪在莫拉克風災中受災的六龜、茂林、桃源、

甲仙、那瑪夏等地共十二所學校，並前往學生家中訪視，

評估援助方式。 

2013 7/04 

慈濟屏東分會 4、11 日陸續在瑪家鄉長榮百合國小、潮

州聯絡處舉行「重建區新芽獎學金」頒獎典禮，共有來

自屏東莫拉克風災重建區的二百一十二位學子獲獎。 

2014 6/08 
慈濟基金會與屏東縣政府在長治百合部落園區，舉行莫

拉克風災援建之受災戶永久住宅所有權狀頒發儀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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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霧臺鄉、三地門鄉、來義鄉與高樹鄉一百二十五戶領

取權狀。 

2014 7/29 

慈濟屏東分會 29、30 日分別在屏東分會及潮州靜思堂舉

行「重建區新芽獎學金」頒獎典禮，共有莫拉克風災屏

東九個重建區的二百八十位學生獲獎。 

2014 11/15 

慈濟基金會於高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舉行「莫拉克重建

區新芽獎學金」頒獎典禮，共有一百六十九位園區內學

生獲獎。 

2015 8/18 

慈濟基金會於 8月 18日至 11月 28日在全臺舉辦三十一

場新芽奬學金頒發典禮，計有慈濟照顧戶與關懷戶子

女，以及莫拉克颱風重建區弱勢學生，共九千零二十五

人獲獎。 

2015 10/4 
慈濟援建屏東縣新來義部落永久屋第三期落成啟用典

禮，九十六位來義部落鄉親歡喜入新厝。 

2016 2/19 

慈濟基金會與花蓮縣政府 2月 19日上午於明義國小舉行

六校聯合動土典禮，由縣議會議長賴進坤、教育處處長

劉美珍及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帶領與會貴賓，

共同為明義國小、中原國小、佳民國小、玉里國中、國

風國中、化仁國中師生祝福，一人一鏟歡喜祝福新校舍，

盼希望的種子成長茁壯。 

2017 8/11 

慈濟基金會杉林樂齡學堂，11 至 14 日在杉林聯絡處舉行

成果展，展出長者們的水墨、書法、陶藝等三百件藝術

創作，展後全數捐出，感謝當年幫助莫拉克風災民眾的

五十二個國家與臺灣同胞的愛心。 

2017 5/5 

台東縣政府和慈濟基金會 5 日在關山國中，舉辦援建學

校建和、復興、馬蘭、康樂、鹿野、光明 6 所國小及關

山、桃園、知本 3 所國中等啟用典禮，計有 2012 班、2277

名學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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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0/24 

慈濟基金會投入花蓮「減災希望工程」，於 10 月 24 日

上午 9 點於花蓮縣國風國中舉辦校舍捐贈暨聯合啟用典

禮。此次援建工程包含玉里國中、化仁國中、國風國中、

中原國小、佳民國小、明義國小六校，共嘉惠 189 班近

5000 名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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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准公函 

1. 募款核准函：內政部 98 年 8 月 12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80703702

號  

2. 執行計畫核准函：內政部 98 年 10 月 16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80019017 號 

3. 變更計畫核准函：內政部 100 年 3 月 29 日內授中社字第

1000006701 號 

4. 賸餘款使用計畫核准函：衛生福利部 103 年 2 月 11 日衛部救字

第 1030060609 號 

5. 八八專案餘款變更使用核准函：衛生福利部 104 年 9 月 3 日衛部

救字第 1040023047 號 

6. 八八專案賸餘款變更使用計劃展延結案報告核准函：衛生福利部

105 年 12 月 22 日衛部救字第 1050030979 號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980812_0980703702.pdf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980812_0980703702.pdf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981016_980019017.pdf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981016_980019017.pdf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1000329_1000006701.pdf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1000329_1000006701.pdf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1030211_1030060609.pdf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1030211_1030060609.pdf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20150904.pdf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20150904.pdf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1051222_1050030979.pdf
http://tw.tzuchi.org/financial/2009morakot/img/index/pdf/1051222_10500309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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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記錄 

‧主管機關指派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時間 會計師事務所 查核結果 

2010/6/5 傑勝會計師事務所 
收支入帳附有必要之憑據，會計處理符合相

關作業規定 

2011/9/26 傑勝會計師事務所 
收支入帳附有必要之憑據，會計處理符合相

關作業規定 

2012/11/21 傑勝會計師事務所 
收支入帳附有必要之憑據，會計處理符合相

關作業規定 

2014/3/25 正璽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收支入帳、會計處理符合書面審核相關作業

規定。 

2015/4/29 慶陽會計師事務所 
收支入帳、會計處理符合書面審核相關作業

規定。 

2016/3/8 慶陽會計師事務所 
收支入帳、會計處理符合書面審核相關作業

規定。 

2016/9/7  慶陽會計師事務所 
收支入帳、會計處理符合書面審核相關作業

規定。 

‧本會委託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時間 會計師事務所 查核意見 

2010/3/12 

（募款完成次年度） 
南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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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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