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佛光會中華佛光青年總團  

   2020年 7月份各分團/社月例會周知訊息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2020年「白象幹部暨善財妙慧講師考核」線上培訓課程，提請討論。 

說    明：為使佛光青年能了解白象幹部暨善財妙慧講師考核意義及方向，故辦理線

上培訓課程，以加強青年考核能力，讓青年具備正確的考核觀念。 

辦    法： 

一、 培訓日期：8月 9日（日）、8月 16日（日），13:00~17:00 

二、 培訓方式：ZOOM線上會議視訊 

三、 培訓內容：考核內容說明、青年團組織與發展、三段式宣講 

四、 培訓對象： 

（一）欲自我提升，成為白象幹部之佛光青年。 

（二）參與 2021年度人間佛教宣講員考核之佛光青年。 

五、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XkME5EqtoairwX1p8， 

或洽青年總團(02)27620112 #2586 林思妤 

執行辦法：（請具體說明） 

【提案二】 

案    由：號召青年加入「2020年普門中學三好動力營」工作人員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佛光山普門中學為開山星雲大師創辦學校之一，為協助 109學年度新生建

立班級凝聚力及學校認同感，廣邀佛光青年加入工作團隊，發揮佛光青年

的熱情與活力，培養學生三好理念並於校園落實三好運動。 

辦    法： 

一、活動日期：8月 5日~8月 7日（三~五） 

二、活動地點：佛光山普門中學(高雄市大樹區大坑路 140-11號) 

三、培訓日期：8月 2日~8月 4日（日~二） 

四、服務對象：普門中學 109學年度國一新生 

五、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表 https://forms.gle/8YzhfouoNZGDEVTx7， 

或洽青年總團(07)6563533#1392 王俊傑 

執行辦法：（請具體說明） 

考核線上培訓 

普中三好 

動力營 



【提案三】 

案    由：「2021年人間佛教宣講員遴選」案，提請討論。 

說    明：為弘揚人間佛教理念，特設立「人間佛教宣講員」制度，通過選拔授證之

宣講員，將於各分團、分會月例會，以 15分鐘宣講星雲大師的文章，結

合個人的生命故事，冀能影響更多人學佛、信心增長。鼓勵有心弘揚人間

佛教之佛光青年，踴躍報名參加。 

辦    法： 

一、報名資格： 

（一）有心弘揚人間佛教之佛光青年。 

（二）佛教徒並皈依三寶、受五戒者始可報名宣講員選拔。 

二、報名截止：請於 11月 20日（五）前繳交初審資料「重點摘要表」及「完

整原文」，逾期或未繳交者則無法參加複審。 

三、活動通啟及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 1。 

四、複審場次安排： 

（一）日期：北區–2021年 1月 9日（六） 

桃竹苗區–2021年 1月 10日（日） 

地點：金光明寺（新北市三峽區溪東路 268號） 

（二）日期：南區–2021年 1月 23日（六） 

中區–2021年 1月 24日（日） 

地點：嘉義會館（嘉義市博愛路二段 241號） 

五、聯絡方式：(02)27620112#2541陳秘書、2250廖秘書 

E - mail：教育培訓組 edu@blia.org.tw 

團務宣導 

一、自6月起，開放各區域/分團/社召開聯團會議、月例會等實體會議。 

二、請各分團、三好學社鼓勵幹部及團員踴躍報名參加「2020年佛光青年白象幹部暨

善財/妙慧講師考核」，以自我提升，學習普賢菩薩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之精神，相

關考核辦法請參閱附件2-1~附件2-7-2。 

三、鼓勵佛光青年響應「佛光青年線上精進修持課程」，讓各地青年在疫情期間精進佛

法，充實佛光青年內涵，相關執行辦法請參閱附件3。  



財務宣導 

一、108年度已關帳，如有分團繳交108年度單據，將無法核銷，如108年度有缺繳報表 

，也請分團銜接最後一份有繳交的餘額。 

二、各分團繳交7月份收支月報表時，請附上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並認列6月20日 

銀行撥付上半年度的利息收入。 

三、財務存款普查：請各分團配合將以下資料於寄回總會存摺內頁的影本上。 

（一）開戶日期     （二）存摺保管人及身份別    （三）印章保管人及身份別 

四、109年 6月 5日前應繳 5月財務收支表，茲公告 109年 5月份前尚未繳交之分團： 

如有問題請洽詢總會財務組-林昱霖小姐(02)2762-0112 #2549。 

活動宣導 

一、推廣音聲弘法，2020年藝術弘法系列-「三好歌曲創作大賽」，邀請喜愛音樂創作者，

踴躍報名參加。即日起至9月30日截止，辦法請參閱中華佛光青年總團網站

http://www.bliayad.org.tw，或洽青年總團(02)2762-0112 #2585 陳珮榮。 

二、「佛光青年線上交流學習」系列活動-筆記心得分享，鼓勵佛光青年觀看惠中寺舉辦

2020年「未來與希望」系列講座【雲講堂】影片，並將觀後筆記與心得回傳至青

年總團 chunghwa@bliayad.org以進行網路投票活動（9月6日~9月12日）。活動投稿

至8月31日（一）截止，筆記最高票者之前五名將獲得精美小禮物乙份，詳情請洽

青年總團(02)2762-0112 #2584 王思涵。 

三、「佛光山短期出家修道會」將於8月1日~7日（六~五），於高雄佛光山舉辦。

鼓勵各分團/社廣邀青年回山參與修道會，昇華自我身心，報名辦法請掃描

QRCode。 

四、為培訓行政秘書的專業能力，將於8月3日~9月30日舉辦為期二個月之「第十五期

行政秘書學苑」培訓及實習。歡迎分團廣邀學校應屆畢業生，或大學以上20~35歲

之未婚青年報名參加。7月10日前截止報名，詳情請參考佛光會官網

www.blia.org.tw。 

區域 青年分團 缺繳期數 區域 青年分團 缺繳期數 

北區 
金光明青年分團 

109/4~5 

桃竹 

苗區 
桃園青年分團 109/2~5 

內湖青年分團 

南區 

台南青年分團 

109/5 桃竹

苗區 

寶塔青年分團 
109/5 

義工青年分團 

中壢青年分團 南屏青年分團 

上列分團請儘速繳交！ 

佛光山短期 

出家修道會 

http://www.bliayad.org.tw/
www.blia.org.tw


五、「2020年人間佛教閱讀研討會」7月12日（日）於南台別院；7月19日（日）於法寶

寺、福山寺以及極樂寺舉辦，主題：《星雲大師全集》與人間佛教。報名網址

http://www.hbreading.org。洽詢方式 LINE ID：@hbreading或電洽0958-839145。 

榮譽榜 

【2020年 5月份新入團員排行榜】 

排序 分團名稱 團長姓名 新團員 排序 分團名稱 團長姓名 新團員 

★1 南台佛光青年分團 陳鉦瀅 1 ★1 寶華佛光青年分團 蔡文綺 1 

信仰傳承、捨我其誰 

北區：   0 個分團    桃竹苗區：   0  個分團     中區：  0  個分團     南區：   2  個分團 

重要活動訊息 

※將因應疫情隨時更新通知。 

活動主題 內容 日期 地點 聯絡人 
聯絡 
電話 

各區線上修持 

三稱、心經、 

三皈依、祈願文 

回向 

（北）週四 21:00 

（中）每日 20:00 

（南）每日 21:00 

- 

(北)歐迎廸 
青年總團 

2587 

(中)陳珮榮 
青年總團 

2585 

(南)王俊傑 

王思涵 

佛光山 

1392 

青年總團 

2584 

各區線上讀書會 
星雲大師 

著作導讀 
（北）週四 19:30 - (北)歐迎廸 

青年總團 

2587 

2020年偏鄉公益旅行-

「鄉」聚在一起 

辦理營隊、偏鄉

關懷、文化交流 
7/25~8/2  

台東 

瑞源國小 
王思涵 

青年總團 

2854 

2020年普門中學 

三好動力營 

共識凝聚、 

團隊建立、 

新生訓練、闖關

活動、班級交流 

行前培訓 

8/2~8/4（日~二） 

活動日期 

8/5~8/7（三~五） 

普門中學 王俊傑 

佛光山 

1392 

 

2020年 

白象幹部暨善財妙慧
講師考核 

線上培訓課程 

考核內容說明、

青年團組織與發

展、三段式宣講 

8/9、8/16 

（日） 
- 林思妤 

青年總團 

2586 



活動主題 內容 日期 地點 聯絡人 
聯絡 
電話 

2020年白象幹部暨 

善財、妙慧講師考核 

宗門思想、活動

企劃、演說表達 
8/29(六) 台北道場 林思妤 

青年總團 

2586 

2020年中華佛光 

青年團員大會 

專題講座、 

闖關、論壇、 

團社長交接 

12/19~20(六~日) 佛光山 林思妤 
青年總團 

2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