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佛光會中華佛光青年總團  

   2020 年 8 月份各分團/社月例會周知訊息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各區分團團長改選順延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世界總會 2020 年 6 月 29 日全球會務發展視訊會議」決議及「中華總

會第 10 屆第 6 次理監事暨督導長會長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二、 有鑑於疫情肆虐全球，為降低群聚感染及維護大眾健康，總團上半年度各

項活動和集會取消或調整為線上。 

三、 茲因疫情趨勢尚未明確，為使佛光青年團務推動順利，2020 年各分團團員

大會可正常召開，團長改選統一順延至 2021 年舉辦。 

執行辦法：（請具體說明） 

【提案二】 

案    由：2020 年佛光青年各分團團員大會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佛光會組織章程及相關簡則規定應召開大會，並通過下年度工作計劃、

經費等案。 

二、 本年度團員大會得於 11 月 30 日前完成召開。 

辦    法： 

一、 分團可於團員大會： 

(一) 安排青年人間佛教宣講員進行宣講，時間為 15分鐘，可向總團申報辦理。 

(二) 辦理優秀團員表揚，鼓勵團員持續發心各項團務。 

二、 分團團員大會支出費用（含餐費、結緣品）：請依上年度團員大會經費提

案審議通過的預算執行。 

三、 團員大會結緣品可向中華古今人文協會或佛光山轄下所屬單位聯繫洽購

各類文物書籍，歡迎各分團廣為利用，相關資訊請參閱附件 1。 

四、 各分團應於會後 7 日內，將會議記錄及相關資料寄回總團。 

執行辦法：（請具體說明）  



團務宣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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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請各分團最晚於8/31前召開團員大會籌備會議，決定日期、地點及進行方式，並

填寫「活動申報表」於會議前三周回傳總團，統籌開牌上級指導前往輔導關心，

團員大會相關資訊請參閱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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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務宣導 

一、各分團如需向總團申訂小紅等服裝，請務必由分團統一填寫「物品申訂單」；交由

總團彙整，將於每週二、四出貨寄給分團。 

二、分團收到申訂物品後，請確認物品是否無誤，若發現尺寸不合、瑕疵品及種類數

量有誤，請先致電總團並於14天內寄回辦理退換作業。 

三、分團收到申訂物品後，請於收到物品後14天內至郵局劃撥款項，並務必回傳劃撥

收執聯及出貨單(黃聯)，銀行匯款者，請提供交易紀錄，可拍照或影印，用傳真

02-87879309或 mail：chunghwa@bliayad.org的方式回傳至總團，以利作為雙方核銷

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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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請參閱網站：https://reurl.cc/j7N6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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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人間佛教閱讀研討會」8月2日(日)於日光寺；8月8日(六)於金光明寺 

    及8月22日(六)於蘭陽別院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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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宣導 

一、109年7月5日前應繳6月財務收支表，茲公告109年6月份前尚未繳交之分團： 

區域 青年分團 缺繳期數 區域 青年分團 缺繳期數 

北區 
台北第一青年分團 109/6 

南區 

福國青年分團 109/6 

宜蘭青年分團 109/6 潮州青年分團 109/6 

桃竹

苗區 

寶塔青年分團 109/5~6 小港青年分團 109/6 

新竹青年分團 109/6 寶華青年分團 109/6 

金門青年分團 109/6 慈悲青年分團 109/6 

南區 
台南青年分團 109/6 義工青年分團 109/6 

慧慈青年分團 109/5~6 日光青年分團 109/6 

上列分團請儘速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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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榜 

【202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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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原佛光青年分團 杜明慧 7 3 岡山佛光青年分團 王奕舜 3 

2 金光明佛光青年分團 黃方易 4 4 惠中佛光青年分團 楊柏毅 2 

2 鳳山佛光青年分團 陳泰源 4 5 屏東佛光青年分團 王郁婷 1 

信仰傳承、捨我其誰 

北區：   1 個分團    桃竹苗區：   0  個分團     中區：  2  個分團     南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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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人間佛教 
閱讀研討會 

 
 
 

 

《華嚴經普賢十大願》 

8/2 (日) 
台東市 
日光寺 

妙寧法師 

LINE ID：
@hbreading 

 

0958-839145 

8/8 (六) 
新北市 
金光明寺 

8/22 (六) 
宜蘭市 
蘭陽別院 

佛教管理學經典系列
《華嚴經》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8/9 (日) 
桃園市 
桃園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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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白象幹部暨 

善財/妙慧講師考核 

宗門思想、團康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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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論壇 

12/19~20 

(六~日) 
佛光山 林思妤 

青年總團 
2586 

 

報名 QR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