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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登记证号  基证字第1050号 组织机构代码  500020956

宗旨  

以开展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及资助教育、文化事业和活动等慈善事业为目标，使社会上
的弱势群体能得到关爱与协助，使人人富有爱心，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业务范围  

开展社会救济事业；开展医疗、卫生事业；资助教育、文化事业；经业务主管单位批准
的其它公益活动。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 行业分类 社会服务 

成立时间 2008年01月14日 原始基金数额 10,000.00 (人民币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 国家宗教事务局 

基金会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景德路高井头2号

邮政编码  215003 联系电话 (  )-  0512 65162551-2206

电子邮箱 allen_chen@tzuchi.org.tw 传真 (  )-  0512 65162885

网站名称 网址  

理事长  释证严/副理事长王端正 秘书长   林碧玉

理事数  11 监事数  5 负责人数  3

负责人中现任 
国家工作人员数

 0
负责人中担任过 
省部级及以上 
领导职务的人数

 0

分支机构数  0 代表机构数  0 举办刊物情况 未举办刊物

专职工作人员数  0 党员数  0 党建情况 未建立党组织

志愿者数  1531 志愿劳动时间 104000(小时) 

纳税人识别号  320501500020956

mailto:allen_chen@tzuchi.org.tw


 



 

 

二、内部建设情况 

（一）本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及理事会情况

 １、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变更事项 是否变更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变更名称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住所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业务范围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原始基金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法定代表人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基金会类型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宗旨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修改章程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负责人变更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名称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住所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范围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负责人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本年度会务情况
章程规定应当每年召开理事会（  ）次，本年度实际召开（  ）次。

召开时间：  

2 0

 

（二）内部建设制度

机构管理 分支(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证书印章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  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人数  0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
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0 养老保险  0 医疗保险  0

工伤保险  0 生育保险  0

财务管理

人民币开户银行(列出全
部开户行)

中国银行苏州市城中支行 
江苏银行苏州市城西支行 

人民币银行账号(列出全
部帐号)

47588508091001/47588508092001 
30320188000002065

外币开户银行(列出全部
开户行)

中国银行苏州市城中支行

外币银行账号(列出全部
帐号)

47588508092014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国税  地税  未登记

使用票据种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会费收据；  捐赠收据；  税务

发票；  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陈珮琪  会计主管  是  否  无

 鲁木兰  会计  是  否  无

   是  否  

   是  否  



 

（三）、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机构、办事机构、经营性实体基本情况 

分支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其中已办理成立登记手续的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个0

代表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其中已办理登记手续的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个0

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其中已办理设立备案手续的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个0

办事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其中已办理登记手续的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个0

实体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立  个0 本年度撤销  个0



 

 

三、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年检情况： 

  

年度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年检结论 尚未成立或新成立，未参检 尚未成立或新成立，未参检 尚未成立或新成立，未参检

 

评估情况：  
 

  本基金会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  ，有效期自  年至  年。

 
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行政处罚的种类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四、业务活动情况
   

以下表格中填写的数据反映报告期内公益活动的简要信息，详细情况作为附件附于年度工作报告之后。  
1．接受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自动求和） 18,370,758.58 0.00 18,370,758.58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3,096,605.77 0.00 3,096,605.77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709,980.67 0.00 709,980.67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386,625.10 0.00 2,386,625.1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15,274,152.81 0.00 15,274,152.81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556,523.00 0.00 556,523.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4,717,629.81 0.00 14,717,629.81

 

 

 

 

2．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

上年度基金余额  0.00

本年度总支出  22,847,239.4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2,765,496.6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81,742.77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自动生成）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自动生成）    %0.36

 

说明：非公募基金会计算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时，公益事业支出为业务活动成本中直接用
于开展符合公益目的的活动的费用，上年基金余额为上年末净资产。



 

 

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  （单位：元）,0.00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单位：元），  0.00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如果本年公益支出与业务活动表中“业务活动成本”“本年累计数”的合计不一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如果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之和与业务活动表中“管理费用”“本年累计数”的合计不一
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3.本年度业务活动情况报告 

  本年度公益活动明细  

  本年度本基金会共开展了（  ）项公益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1

 1 项目名称 ：  四川赈灾专案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18,370,758.58 22,765,496.63 2008 2008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2008年5月12日午后2点28分，中国大陆四川省发生芮氏规模八浅层强震。台湾慈济基金会立即成立赈灾协调指挥中
心，并委请本基金会协助办理各项赈灾事项，积极展开初期急难关怀行动。5月14日慈济赈灾关怀团前往灾区，并
立即于灾区开展急难关怀工作项目。具体援助项目如下： 
自2008年5月16日至8月12日,热食供应;自2008年5月22日至8月12日;12月25日至28日,义诊往诊; 
自2008年5月31日至9月,援建简易屋;自2008年8月13日至8月25日,入昔生活物资发放; 
自2008年12月23日至26月,冬令發放;二至三年计划,灾后重建.

 项目名称 ：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项目名称 ：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项目名称 ：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项目名称 ：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用文字描述本基金会本年的成绩和不足(限2000字)：

 

隔山隔海隔千里，隔不了两岸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持，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本着
人道关怀精神，以「同哀伤，共苦难」的心情，在四川地震灾难发生当日即成立赈灾协调中心，展
开赈灾后勤及物资筹措等工作。第一批勘灾人员与救援物资更于5月14日就已抵达灾区，展开长期
陪伴之路。自踏上四川这块受伤的土地以来，慈济人就不曾离开过。 
回首这三百个日子以来，慈济人以爱接力，一批接着一批的志工深入灾区，陪伴乡亲度过最艰辛的
帐篷生活。从初期的热食供应、义诊往诊、创伤心灵陪伴、学校简易教室和寺院简易房的援建、入
厝简易房生活物资发放，一直到年底的寒冬送暖；慈济完成了短、中期的紧急救助与安顿关怀阶
段，长期的援助计划持续进行中。乡亲从最初的哀痛悲凄，到如今有了家的归宿，孩子们也进入简
易学校复课；居民脸上流露着光彩和笑容，令人心安和欢喜。 
慈济于紧急阶段设立「慈济抗震服务中心」服务灾民，供应热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除了作为救难
人员的后援，补充他们的体力，解决受灾民众在帐篷区煮食的危险与不便外，慈济人以当地口味的
热食，温暖一颗颗既惊且恸的心，也藉由香积带领他们投入服务乡亲的行列。当心境转换，从受灾
的人变成关怀别人、助人的人，提升生命的希望和良能，心绪自然逐渐稳定，走出受灾阴霾。 
热食供应期间，每天清早都有许多居民自动提着锅子、菜刀、砧板集合，各就各位、洗菜切菜，还
有农人送来自种的蔬菜。乡亲们表示：「慈济从台湾来帮忙，我们自己更要互助！」，从而带动了
居民们亲帮亲、邻帮邻彼此互助的精神。在热食站里，也可以看到许多丧失亲人，或是失去人生目
标的大人们，在这里掌锅执铲，心慢慢地开朗踏实起来。 
「慈济抗震服务中心」除了提供热食服务外，慈济人医会志工也于热食站旁边设立医疗站，从出生
十四天的婴孩到八十多岁老人家，一概照顾；用温言软语问诊每位患者。无论是临近的帐篷区民
众，或是从山里步行或搭车前来的其它乡镇居民，对这个医疗小站的疗效很有信心。 
除了驻点义诊外，医疗志工也进行往诊，亲身走入灾区，为无法出来的病人看诊，守护乡亲的生命
及健康。每位医护人员几乎同时兼任「身心医学科」，耐心倾听乡亲诉说在后的抑郁与悲伤，并投
以「正向思考」这帖良方；许多人哭丧着脸走来，带着微笑离去。 
地震后学校倒塌，学生提前放暑假，许多孩子无所事事且承受丧失至亲好友的心灵伤痛。慈济志工
集结小孩，让他们在热食点及医疗站里当小志工，翻译四川方言、打扫环境或是跟随志工家访。在
服务乡亲的同时，一步步将他们的心从地震后的空洞与恐慌中拉出来，抚平了他们受创与惊恐的
心。在慈济人文的熏陶下，小志工体会到「世上有二件事不能等，一是行善，二是行孝」的道理，
开启了他们无私的爱，服务他人，并纷纷以实际行动尽孝道为父母奉茶洗脚，勇敢的向父母表达心
中感恩。 
地震后近三个月，乡亲于八月间陆续从帐篷搬进简易房社区或者自建平房。慈济体恤居民所需，为
德阳什邡市洛水镇、绵竹市汉旺镇、清平乡及天池乡受灾乡亲，细心准备入厝物资，其中包括了白
米、食用油、盐、糖、热水瓶、锅碗瓢盆、洗洁用品、毛毯、环保袋等31样物品及百元红包，祝福
人人在大灾后「百圆千顺万福」，共嘉惠近二万户，五万四千多人。每样物品都是生活上最实用及
需要的，慈济人的这份贴心与爱，让受灾乡亲欢喜入厝，恢复正常生活。「有生命就有未来，有爱
就有希望」，虽然目前住的是简易房，但辛苦的日子总会过去。慈济人付予的有形物资总有用完用
坏的一天，但无形的爱是一种安定的力量，将伴随乡亲们迎向希望迈向未来。 
教育不能等，灾后重建需要时间，在永久校舍未完工前，慈济协助灾区先行搭设能够使用三年以上
的简易教室，让学生能尽早重返校园，不会因为校园重建而影响课业。学生越早重返学校上课，就
能越早走出地震阴霾。许多学生重返校园后，生活有了寄托，不再沉溺于伤痛中，重拾昔日的欢
笑。而协助援建寺庙简易房，则可提供一个可以遮风躲雨、驱寒避热之处，让寺庙有个缓冲地，安
心着手规划重建计划。 
慈济人对灾后的第一个冬天特别关注，在严寒腊月、岁末年终、辞岁迎新之际，慈济带着诚挚的祝
福之意，怀抱着殷殷的关怀之情，跨越迢远的千里路程，亲自献上一份最真挚的关怀与祝福。藉由
亲自将物资送到乡亲手中的同时，传递这份来自全球慈济人的爱；带动邻里社区，互助互爱的感恩
情怀。许多当地的领导、乡亲及学生纷纷投入发放工作，为孤寡老弱搬运物资，体会付出的欢喜，
启动善的循环，与当地乡亲爱心相结合，为凛冽寒冬，添加暖意，更带来如和煦冬阳的希望与力
量，伴随乡亲迈向崭新的一年。 
一天天无私的付出，换得一张张走出伤痛的笑容。在未来重建家园的日子里，慈济人将以至诚至情
至爱的心陪伴乡亲度过春夏秋冬。 
去年为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成立第一年,且适逢5.12大地震，因此本基金会将所有心力都放在四川
抗震救灾之中!未来，我会将逐步将慈善脚步再扩充到大陆其它需要的地方,帮助更多需要关怀的人
们! 
（详如附件）

 



 



 

五、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0.00 91,812,771.97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0.00 0.00  应付款项 62 0.00 1,196,073.00

 应收款项 3 0.00 100,811.00  应付工资 63 0.00 0.00

 预付账款 4 0.00 4,900,046.00  应交税金 65 0.00 0.00

 存 货 8 0.00 0.00  预收账款 66 0.00 0.00

 待摊费用 9 0.00 0.00  预提费用 71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

15 0.00 0.00  预计负债 72 0.00 0.0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74 0.00 0.00

 流动资产合计20 0.00 96,813,628.97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0.00 1,196,073.0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21 0.00 0.00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24 0.00 0.00  长期借款 81 0.00 0.00

 长期投资合计30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84 0.00 0.0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00 0.0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0.00 0.00     

 减：累计折旧32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33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91 0.00 0.00

 在建工程 34 0.00 0.0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00 0.00  负债合计 100 0.00 1,196,073.00

 固定资产清理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40 0.00 0.0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0.00 95,617,555.97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0.00 95,617,555.97

 资产总计 60 0.00 96,813,628.9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0.00 96,813,628.97



 

 

业务活动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

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0.00 0.00 0.00 18,370,758.58 0.00 18,370,758.58

   会费收入 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收入 9 0.00 0.00 0.00 94,036.79 0.00 94,036.79

   收入合计 11 0.00 0.00 0.00 18,464,795.37 0.00 18,464,795.37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0.00 0.00 0.00 22,765,496.63 0.00 22,765,496.63

其中1：四川赈灾专案 13 0.00 0.00 0.00 22,765,496.63 0.00 22,765,496.63

其中2： 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3： 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4： 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管理费用 21 0.00 0.00 0.00 81,742.77 0.00 81,742.77

 （三）筹资费用 2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费用合计 35 0.00 0.00 0.00 22,847,239.40 0.00 22,847,239.4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

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

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45 0.00 0.00 0.00 -4,382,444.03 0.00 -4,382,444.03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



 

 

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18,370,758.58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0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0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94,036.79

现金流入小计 13  18,464,795.37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22,765,496.63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0.0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0.0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3,882,633.02

现金流出小计 23  26,648,129.65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8,183,334.2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0.00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00

现金流入小计 34  0.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00

现金流出小计 43  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0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0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0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3,893.7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8,187,228.03



 

 

六、年度审计结论（此栏只填写审计结论，请另附审计报告纸质文本）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财务报表已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2008年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08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审计机构：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会计师：  李征  张文历

  

审计日期：  年  月  日2009 2 20 审计机构联系电话：  010-83557729



 

 

七、监事意见

 

 

同意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2008年度工作报告，同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对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做出的2008年度审计报告，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自

成立以来，秉承人道关怀精神，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特别是四川地震灾难来临之

后，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赈灾救助工作，坚持了慈善救助的一贯作风，希望慈济慈善

事业基金会今后继续发扬慈济精神，帮助更多需要关怀的人。 

                                       --王健 

慈济基金会十八年来在内陆秉持人道关怀精神于苦难处济贫解难。期许它未来能发

挥更大的慈善功能，共建和谐社会。 

                                       --王昱璇 

同意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2008年工作报告，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自一九九一年

始，以尊重生命，肯定人性的宗旨，十八年来，爱的足迹走过贫困的贵州，干旱缺

水的甘肃，酷寒荒漠的青海，以真诚无私的爱为无数受灾民众实时援助与关怀。尤

其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慈济志工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积极展开肤慰、提供热食、

援助简易学校、冬令发放、援建永久学校等，尽心尽力陪伴灾民走出阴霾，至今三

百多个日子，不曾间断，这份持续无所求的大爱精神，是普世价值中十分珍贵的一

环，期望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能更积极发扬慈济精神，为世道人心的提升净化、

社会祥和安乐贡献心力，让人间充满真诚的爱，让社会充满美善的循环。 

                                       --许瑜娟 

对于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2008年年度工作报告，提出以下意见： 

一、 该会2008年年度工作报告，具体说明该会在512汶川地震后，结合台湾与

大陆各地爱心善款及志愿工作者，对灾民紧急动员救难、援助学校简易教室、寺院

简易房以及校园整体重建。对于该会积极救难、体现两岸同胞深厚情谊的灾后援助

工作，给予至诚的敬意及肯定。 

二、 同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提出的2008年度审计报告。 

三、 期许该会在未来评估开展更多元的扶困方案，例如教育助学、西北地区扶

困、低保户物资发放等等，为海峡两岸慈善与人文交流作出贡献。 

                                     --高明善 

肯定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于2008年度的工作项目，认同北京中证天通会计事务所

有限公司所提供之2008年度审计报告。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虽于年初刚成立，但

却在五一二大地震时，快速动员志工于五月十四日进入灾区展开一连串的救缓工作

及长期陪伴。时至今日慈济志工仍守在灾区持续关怀陪伴受灾的乡亲。这一份付出

无所求的大爱精神，实令人感动。但愿慈济基金会持续秉持救苦救难的慈悲济世精

 监事签字（手签）：  

 
 日  期：  年  月  日



 

 

八、参与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情况

 
（一）接收及使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情况（说明：基金会使用自有资金资助灾区的情况，不在此
部分反映） 
  本基金会是否接受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款物？  是  否 

 

汶川地震救灾款物接收及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     2008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金额  金额

一、救灾款物接收情况  18,370,758.58 二、救灾款物上缴、转赠情况  0.00

（一）财政投入的救灾资金  0.00 （一）上缴的救灾资金  0.00

（二）本单位直接接收的社
会捐赠

 18,370,758.58 1、缴入财政专户  0.00

1、资金  18,370,758.58
2、缴入红十字总会、中华慈
善总会账户

 0.00

2、物资  0.00 （二）上缴的救灾物资  0.00

（三）政府或其他单位转赠
的救灾款物

 0.00 （三）转赠的救灾资金  0.00

1、资金  0.00 （四）转赠的救灾物资  0.00

2、物资  0.00 三、救灾款物使用情况①  18,370,758.58

  （一）资金支出  18,370,758.58

  
其中：已经用于购买物资的资
金

 7,813,379.30

  （二）捐赠物资使用  0.00

  四、救灾款物结存情况  0.00

  （一）资金结存  0.00

  （二）物资结存②  0.00

合计  18,370,758.58 合计  18,370,758.58

 

说明：①“救灾款物使用情况”指接收的救灾款物的使用情况，不包括自有资金、物资的使用。  

   ②“物资结存”包括用捐赠资金购买物资的结存。 

 



 

 

政府或其他单位转赠的救灾款物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来源 资金 物资 小计

 无    

    

    

    

    

    

    

    

    

    

    

    

    

    

    

    

    

合计    

 

上缴、转赠的救灾款物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上缴、转赠对象 资金 物资 小计

 无    

    

    

    

    

    

    

    

    

    

    

    

    

    

    

    

    

合计    

 



 

 

本基金会结存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使用计划  

 

  本金会承诺，严格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政部《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管理和支出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款物。 

  截止2008年12月31日，本基金尚结存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人民币  元，救灾物

资人民币  元。 本基金会承诺将在履行捐赠协议的基础上，按照以下计划使用：

0.00

0.00

 
  单位：人民币元

 

计划使用
年度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合 计

计划使用
结存救灾
资金金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计划使用
结存救灾
物资金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基金会盖章）
 
 
 

                           签名：（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二）本基金会开展和参与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活动 

 

1、本基金会用自有资金捐赠汶川地震灾区：人民币  元。 

2、本基金会共开展和参与  项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活动：

 
4,394,738.05

5

活动名称 ：  热食供应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2008年5月16日 2008年8月12日

活动简述：（限300字）

 

2008年5月12日午后2点28分，中国大陆四川省发生芮氏规模八浅层强震。台湾慈济基金会立即成立赈灾协调指挥中心，
并委请本基金会协助办理各项赈灾事项，积极展开初期急难关怀行动。5月14日慈济赈灾关怀团前往灾区，并立即于灾
区开展急难关怀工作项目。5月16日于德阳市罗江县金山镇设立慈济服务站启动热食供应。之后陆续于什邡市洛水二
小、永兴公园及绵竹市遵道镇、汉旺镇设立服务点。热食供应站除了提供乡亲餐食，暂时缓解灾后无法炊食热饮的问题
外，也藉由热食供应鼓励当地乡亲的参与，藉由亲帮亲，邻帮邻，共同协助灾民远离震后惊吓、慌恐、失落的情绪，让
乡亲在为别人付出爱心的当下，也重新肯定自我人生的价值。 

活动名称 ：  义诊往诊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2008.5.22-8.12 2008.12.25-28

活动简述：（限300字）

 

有鉴于此次汶川地震受灾面积大，情灾严重，医疗设备也于地震中严重受损，第一线医护人员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在
第一时间捐赠大量灾区所需药品的同时，慈济人更于2008年5月22日在什邡市洛水镇洛城村设立第二个服务站的同时启
动义诊医疗服务工程。慈济医疗团队以爱的接力方式，投入灾区，提供义诊服务，分担压力，驻守义诊，也流动往诊。
病人无法走出来，医护志工就走进去，医生俯身进入低矮的帐棚内，细心为老人家看诊。2008年12月25日至28日冬令期
间，慈济于洛水及汉旺慈济服务中心举办义诊，累计至今，义诊、往诊活动已超过46,726人次。并与什邡市人民医院缔
结姐妹医院，期许透过双方的交流共同為災區民眾提供更好的服務。

活动名称 ：  援建简易屋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2008年5月 2008年9月

活动简述：（限300字）

 

安全的栖身之处，是灾民重新出发的后盾。在永久性住房及校园重建规画的同时，依据实地访查，协助灾区先行搭设能
够使用三年以上的简易教室、简易屋，提供一个可以遮风、躲雨、驱寒、避热之处，让灾民得以暂时先安身及学生的学
习环境有个缓冲地，并藉以鼓励灾民走出阴霾，并恢复生机。此外尚提供洛水中学及灵杰中学宿舍厨房用具，包括大
锅、水槽、抽油烟机、蒸饭机、4门冰箱、工作台、佐料台等。提供洛水中学、灵杰中学与小枧沟中学宿舍510套的上下
铺床及床垫（1020人）。 
简易教室援建学校~共6所 
寺庙简易屋及佛堂~共9所

活动名称 ：  入昔生活物资发放及冬令发放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2008.8.13-25 2008.12.23-26

活动简述：（限300字）

 

八月间，四百多万户四川乡亲完成乔迁，从帐棚搬进简易房小区或者自建平房。慈济体恤居民所需，考虑灾后除了面对
生离死别、重建复苏，还要一一打点民生物资以恢复正常生活。在八月中下旬，针对德阳什邡市与绵竹市共计三十个
村、两个镇与四个小区，致赠近两万户、五万四千多人生活物资。包括白米、盐、锅碗瓢盆、毛巾、毛毯等三十一样物
资，再外加一份百元红包，祝福人人在大灾后「百圆千顺万福」。慈济对受灾乡亲面临第一个寒冬格外关注。经志工勘
查评估后，于12月23日至26日针对德阳市的中江县、罗江县、旌阳区及绵竹市进行寒冬送暖大型发放。慈济志工秉持
「直接、重点、尊重」原则，用心严选白米、食用油、棉被、秋衣裤、棉夹克及棉袄等过冬物资物，让乡亲能过个暖
冬。

活动名称 ：  灾后重建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二年 三年

活动简述：（限300字）

 

「家庭希望在孩子，孩子希望在学校，人才希望在教育，社会希望在人才。」教育是民生之基，是百年树人的大业，也
是社会的希望工程。学生学习不能空白，教育不能断层。为了让学生能尽早重返校园，慈济截至目前为止已针对什邡市
洛水镇洛水中学 、洛水中心小学、洛水中心幼儿园;什邡市方亭中学 、绵阳市游仙经济试验区中小学;朝阳中小学;德
阳市旌阳区孝泉中学、雅安市名山第一中学及雅安市前进乡中心小学从设计到施工，陆续开展了援建工程。同时将台湾
九二一大地震的重建经验与相关部门交流分享。除了希望工程的援建外，慈济还于中江县富兴镇光明村援建九十一户的
大爱屋。 
 



 

 

九、其它信息 
(一)理事、监事情况

1.理事会成员情况

2.监事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理事会职务
出席理事会 

会议次数

本年度在基金会 

领取的报酬 

(人民币元) 

本年度在基金会 

领取的津贴 

(人民币元)

 1 释证严 女 1937-05-14  理事长  0  0  0

 2 王端正 男 1944-10-20  副理事长  0  0  0

 3 林碧玉 女 1947-01-27  秘书长  0  0  0

 4 释悟见 女 1942-11-28  理事  0  0  0

 5 谢美如 女 1967-04-01  理事  0  0  0

 6 施素琴 女 1954-02-17  理事  0  0  0

 7 陈玉簪 女 1961-07-08  理事  0  0  0

 8 钟易铮 女 1974-07-26  理事  0  0  0

 9 洪宝玉 女 1953-10-05  理事  0  0  0

 10 翁振进 男 1946-09-16  理事  0  0  0

 11 周道志 男 1949-09-29  理事  0  0  0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列席理事会

会议次数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金会领取

的津贴(人民币元)

 1 许瑜娟 女 1958-08-02  0 自 2008-01-14 至 2013-01-14  0

 2 王昱璇 女 1961-02-01  0 自 2008-01-14 至 2013-01-14  0

 3 高明善 男 1943-12-28  0 自 2008-01-14 至 2013-01-14  0

 4 黄华德 男 1946-01-18  0 自 2008-01-14 至 2013-01-14  0

 5 王健 男 1960-03-03  0 自 2008-01-14 至 2013-01-14  0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二)信息公布情况

  是否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上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是  否 

序号 公布事项 刊载的报刊或网站名称 刊载日期

    

    

    

    

    

    

    

    

    

    

    

    

    

    

    

    

    

    

    

    

 



 

 

（三）涉外活动情况

 
1．涉外合作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境外 

合作单位名称 

所属国家 

或地区 

项目经费 

（人民币元） 项目类别 合作项目内容简介

境内 境外 

 1  
四川赈灾专案

 
台湾佛教慈济
慈善事业基金
会

中国台湾
14717629.8  0 救助 秉持人道救援精神，双方共同协助

四川灾后重建工作。

    
  

    
  

    
  

    
  

 

2．参加国际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的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主办方名称 我方经费来源

      

      

      

      

      

 

3. 参加国际组织情况
 

序号 国际组织名称（中文全称） 国际组织名称（英文全称） 参加时间 批准部门 担任何职务

   
 

  

   
 

  

   
 

  

   
 

  

   
 

  

 



 
 
 

年检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 登记管理机关年检结论

(印 鉴)
 年  月  日

(印 鉴)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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