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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年

度預算

文化

出版

發行

雜誌、圖書、叢書、電子書等多媒體、

多語言版本之製作，透過各種不同平台

出版與全球發行。計劃出版品包括 :

慈濟月刊、經典雜誌、經典-探索、發

現、關懷及人文系列專書、高僧傳專

書、醫療健康叢書、經典小史地、英文

雙月刊、日文月刊、外文小冊 、檀施

叢書、大愛之友月刊、圖文故事書、醫

普童書等出版與發行。

2021年 否 否

大眾捐款

及公益廣

告、文化

出版收入

      45,493,200

2
2021年

度預算

廣播

電台

播出

廣播節目之規劃、製作與透過不同平台

(於其它電台託播及網路電台廣播) 之

播送。製作類型有法音類、LIVE 現

場、社區節目、綜合、海外等

2021年 是 否

大眾捐款

及公益廣

告、文化

出版收入

       6,782,000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110年度工作計畫

發展媒體人文，以定期刊

物、出版書籍、廣播、電視

及網路為媒介，堅持清流為

職志，報真導正，傳遞人性

萬物真、善、美的訊息。

慈濟人文志業不為迎合商業

娛樂及世俗塵念，只求於內

容及傳播廣度上不斷精進，

從文字而聲音而影像，從平

面到立體，從深遠到立即。

發展數位化、高畫質以及內

容製作精緻化，並期能以無

線播出大愛節目，照顧偏鄉

地區，擴大社會良善循環，

並應用科技產品普及行動收

視。

提供高畫質的戲劇、新聞與

節目，為觀眾提供優質的本

土自製戲劇與多元的節目內

容，並透過各種不同平台及

型式的媒體，將這份大愛清

流傳播給社會大眾， 與慈

濟的慈善、醫療、教育志業

平行相輔，達到淨化人心、

社會祥和、天下無災難的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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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1年

度預算

衛星

電視

播映

大愛頻道全球性節目規劃，透過電視媒

體之娛樂教化功能，傳達日常生活倫理

教育理念；內容經營包含新聞時事、宗

教心靈、生活環保、醫療健康、慈善關

懷、人文藝術、教育親子、科普、紀實

報導、戲劇類節目之製作與全球播映。

2021年 是 否

大眾捐款

及公益廣

告、文化

出版收入

     743,199,264

4
2021年

度預算

活動

業務

推廣

關懷大地及文化深耕活動策劃，活動包

含： 1.大愛戲劇宣傳及見面會 2.國際

書展 3.人文精進課 4.活化閱讀DNA 5.

讀書會 6.通路及網路行銷活動 7.專題

講座 8.感恩音樂會 9.靜思妙蓮華巡迴

演繹 10.喜閱書展等。

2021年 否 否

大眾捐款

及公益廣

告、文化

出版收入

      27,673,743

5
2021年

度預算

行政

管理/

執行/

設備

採購

推廣上述媒體業務所需之人力資源、行

政資源及物力資源管理。
2021年 否 否

大眾捐款

及公益廣

告、文化

出版收入

     973,891,244

發展媒體人文，以定期刊

物、出版書籍、廣播、電視

及網路為媒介，堅持清流為

職志，報真導正，傳遞人性

萬物真、善、美的訊息。

慈濟人文志業不為迎合商業

娛樂及世俗塵念，只求於內

容及傳播廣度上不斷精進，

從文字而聲音而影像，從平

面到立體，從深遠到立即。

發展數位化、高畫質以及內

容製作精緻化，並期能以無

線播出大愛節目，照顧偏鄉

地區，擴大社會良善循環，

並應用科技產品普及行動收

視。

提供高畫質的戲劇、新聞與

節目，為觀眾提供優質的本

土自製戲劇與多元的節目內

容，並透過各種不同平台及

型式的媒體，將這份大愛清

流傳播給社會大眾， 與慈

濟的慈善、醫療、教育志業

平行相輔，達到淨化人心、

社會祥和、天下無災難的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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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82,000

預備金       60,000,000

合計    2,018,321,451

預付建物工程款及

建物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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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小計 合計 小計 合計

一. 收入

1. 捐贈收入 1,803,000,000 1,712,050,000

2. 業務收入 164,850,000 173,340,000

3. 業務外收入 51,435,720 55,805,720

收入合計 2,019,285,720 1,941,195,720

二. 支出

 業務支出

1. 薪資費用 681,912,394 681,070,241

2. 管理費用 72,509,994 79,778,369

3. 設備費用 219,468,856 108,601,422

4. 衛星電視 743,199,264 632,676,457

5. 出版發行 45,493,200 48,251,000

6. 廣播電台 6,782,000 6,899,910

7. 活動推廣 27,673,743 22,570,496

8. 預付建物工程款

   及建物改良
161,282,000 296,516,842

9. 預備金 60,000,000 60,000,000

 業務外支出 0 0

支出合計 2,018,321,451 1,936,364,737

本期結餘(短絀) 964,269 4,830,983

董事長： 審核： 製表 :

說     明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經費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110年01月01日至110年12月31日

項目
本年度 上年度

金     額 金     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