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佛光會中華佛光青年總團  

   2020年 9、10月份各分團/社月例會周知訊息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2020年中華佛光青年幹部共識營」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為提升中華佛光青年幹部對人間佛教的奉行、研議團務的發展與運作，培
養幹部領導統御的才能，敬請全國各分團/社幹部及所有團/社員踴躍報名
參與，以延續信仰傳承之使命。 

辦    法： 

一、 活動時間：2020年 12月 19至 20日（六~日） 

二、 活動地點：高雄佛光山 

三、 活動內容：佛光山殿堂巡禮、主題論壇、議案討論…等。 

四、 活動對象： 

（一）各地別分院住持主管、各地青年分團輔導法師 

（二）國際佛光會世界佛光青年總團各級幹部（天馬/白象） 

（三）國際佛光會世界佛光青年總團善財/妙慧講師 

（四）各地佛光青年各分團/三好學社之幹部、儲備幹部 

（五）各校三好學社幹部、儲備幹部 

（六）由各別分院、分團/社推薦之優秀青年 

五、 報名網址：將於 9月 15日（星期二）開放報名， 

http://bliayad.blia.org.tw/BliaYoung/。 

六、 聯絡人：青年總團(02)2762-0112轉 2586林思妤。 

執行辦法：（請具體說明） 

【提案二】 

案    由：鼓勵青年參加「2021年偏鄉公益旅行─『鄉』聚在一起」，提請討論。 

說    明：藉由公益旅行讓青年透過自主規劃及集體創作，以實際行動，深入了解當
地文化、創造服務價值，拓展生命意義，將真、善、美傳遞至社會偏鄉角
落。活動詳情請參閱附件 1。 

辦    法： 

一、 報名資格： 

（一）各青年分團、三好學社之青年。 

（二）具基礎佛學概念、特殊才藝專長。 

（三）具備活潑、熱忱、主動、獨立、勇於接受挑戰等特質。 

（四）須全程參與培訓。 

二、 活動日期：2021年 1月 23日至 1月 31日（含行前培訓，共計 9天）。 

三、 活動地點：台東縣卑南鄉-富山國小。 

四、 報名費用：NT$3,500（含交通、保險費用等）。 

五、 報名截止：即日起至 11月 27日（星期五），額滿為止。 

六、 聯絡人：青年總團(02)2762-0112轉 2584王思涵。 

執行辦法：（請具體說明） 

2020年中華佛光 

青年幹部共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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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 

案   由：舉辦「2021年三好歌曲歌唱觀摩賽」，鼓勵青年踴躍報名參加。 

說  明：藉由舉辦歌唱觀摩賽，鼓勵大眾從事健康休閒活動，同時為具有歌唱及表

演潛能的青年提供夢想。期勉在歌唱中體會「三好」（做好事、說好話、

存好心）的意涵，藉以培養健康、快樂、慈悲與智慧的樂觀心態，為人間

注入一股清流，詳見附件 2。 

辦    法：  

一、 參賽資格：凡 15歲至 35歲，對音樂演唱有興趣之青年。 

二、 比賽日期：2021年 1月 16日（星期六） 

三、 比賽地點：佛光山台北道場 6樓-法雲堂 

四、 參賽組別： 

（一）個人組。 

（二）團體組：2人以上，20人以下。 

五、 比賽曲目：提供 50首曲目。 

六、 報名方式：請至中華佛光青年總團網站(http://www.bliayad.org.tw/) 

下載報名表。 

七、 聯絡人：青年總團(02)2762-0112轉 2587歐迎廸。 

執行辦法：（請具體說明） 

【提案四】 

案    由：鼓勵青年參加「2020 年國際公益旅行系列活動─『三好』公益圓夢計劃」

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鼓勵青年參與公益服務，將「三好」理念（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結

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藉由自身所學專長，以實際行動關

懷並回饋社會，進而拓展國際思維、體驗地方文化、創造生命價值。 

辦    法： 

一、 參加對象：15歲至 35歲未婚青年，每組 1-5人為限。 

二、 報名辦法：請於 10月 30日（星期五）前將報名表 E-mail至總團信箱 

chunghwa@bliayad.org。 

（110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 327 號 8樓 青年總團─「三好」自主策劃服務收） 

三、 方案介紹： 

（一）台灣地區：2020年11月30日（星期一）前繳交計劃書，2021年1月至

4月執行計劃。 

（二）海外地區：2021年1月31日（星期日）前繳交計劃書，2021年6月至9

月執行計劃。 

四、 相關詳細辦法請參閱附件 3。 

五、 聯絡人：青年總團(02)2762-0112轉 2585陳珮榮。 

執行辦法：（請具體說明） 

http://www.bliayad.org.tw/
file://///172.17.65.10/中華青年總團/03.團務組/02.周知訊息/2020/9.10月/chunghwa@bliayad.org


【提案五】 

案    由：「2020年創意活動策劃」選拔案，提請討論。 

說    明：為激發並鼓勵全台各地青年分團及三好學社創意思維及策劃活動之能力，

特舉辦「創意活動策劃」選拔，期能提升分團及三好學社之創意、思維及

規劃能力，以達成團/社務推展之宗旨。 

辦    法： 

一、 參選資格： 

（一）全台各區佛光青年分團、三好學社之已完成策劃專案。 

（二）活動辦理時間為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10月。 

二、 策劃主題：環保與心保、信仰與傳承、發心與發展。 

三、 選拔標準：主題表達 30%、創意性 30%、活動效益 40%。 

四、 獎勵辦法：獲選專案將頒贈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 5千元至 2 萬元不等， 

擇優錄取。 

五、 截止日期：2020年 10月 31日（星期六）前，繳交報名表電子檔及 3分鐘 

短片至總團信箱 chunghwa@bliayad.org。電子郵件主旨請註明

「2020年創意活動策劃選拔計畫」。 

六、 頒獎表揚：2020年 12月 19日（星期六），於「2020年中華佛光青年幹部 

共識營」中表揚。 

七、 活動辦法請詳閱附件 4，或聯絡青年總團(02)2762-0112轉 2588張慧雯。 

執行辦法：（請具體說明） 

團務宣導 

一、 各分團團員大會請於2020年9月1日至11月30日前完成。若召開大會之日期、時間、

地點已定，請填寫「活動申報表」附件5，於活動前15天回傳總團，俾利開牌上

級指導前往輔導關心。 

二、 為讓各分團籌辦「2020年分團團員大會」更為順利，特於線上筆記軟體

Notion 設立「團員大會籌備資料區」，提供分團相關會議資訊，歡迎點

擊網址 https://reurl.cc/Grbm7D 進入頁面。 

財務宣導 

一、積極邀請團員參加分團團員大會，並告知團員應繳交年費乙事。 

二、凡消費金額一萬元（含）以上，請採用匯款方式支付廠商；如果分團要核銷匯款

手續費，「匯款人」請寫「佛光會」，若要留下個人或分會名稱，請寫在「附言欄」。 

三、以各式禮券給付，均視同現金，應填寫領據或造冊歸戶個人所得，以符國稅局之

規定。(請詳閱2018年《團長、財務、秘書實務手冊》第132頁) 

分團團員大會 
資料區 

file://///172.17.65.10/中華青年總團/03.團務組/02.周知訊息/2020/9.10月/chunghwa@bliayad.org
https://reurl.cc/Grbm7D


四、請尚未繳交「6月份存款普查」及「開戶同意書」之分團，於9月30日（三）前完

成繳交，逾期繳交則將於下次周知中公告，另請各分團配合將以下資料提供給總

會財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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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09年8月5日前應繳7月財務收支表，茲公告109年7月份前尚未繳交之分團： 

青年分團 未繳交月份 期數 青年分團 未繳交月份 期數 

寶塔青年分團 109/7 1 新營青年分團 109/7 1 

豐原青年分團 109/7 1 寶華青年分團 109/6~109/7 2 

惠中青年分團 109/7 1 慈悲青年分團 109/6~109/7 2 

慧慈青年分團 109/7 1 潮州青年分團 109/6~109/7 2 

福國青年分團 109/6~109/7 2 日光青年分團 109/6~109/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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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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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請參閱網站：https://reurl.cc/j7N61q，

或洽青年總團(02)2762-0112轉2585 陳珮榮。 

二、為積極推廣人間佛教思想理念，中華總會舉辦「2021年人間佛教宣講員考核」，歡

迎有心弘揚人間佛教之佛光青年於11月20日（五）前請繳交「重點摘要表」及「完

整原文」。詳情請閱附件6，或洽中華總會02-27620112轉2541陳秘書、2250廖秘書。 

三、為持續推動「環保與心保」理念，請各區持續推廣「蔬食 A 計劃」。請上

網址：http://www.vegdays.org/，或掃描右側 QRCode立刻行動並分享出去！ 

「蔬食 A 計劃」海報檔案可上世界總會網站 www.blia.org 下載，並廣為張

貼及邀請素食團體共同響應。 

榮譽榜 

【2020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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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慈佛社佛光青年分團 張慧雯 4 3 頭份佛光青年分團 賴威慈 1 

2 台北佛光青年第二分團 熊哲群 3 3 豐原佛光青年分團 杜明慧 1 

3 普門佛光青年分團 羅苡嘉 1 3 惠中佛光青年分團 楊柏毅 1 

3 金光明佛光青年分團 黃方易 1 信仰傳承、捨我其誰 

北區：   4 個分團    桃竹苗區：   1  個分團     中區：  2  個分團     南區：   0  個分團 

蔬食 A計畫 

https://reurl.cc/j7N61q
http://www.vegdays.org/
http://www.bl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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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 (日) 
花蓮市 

月光寺 

妙寧法師 

LINE ID：
@hbreading 

 

0958-839145 

《六祖壇經》 9/27 (日) 
高雄市 

南屏別院 

《華嚴經》-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 

學習管理學 

《六祖壇經》 

10/10(六) 
台北道場 

高雄岡山講堂 

在人間歡喜修行 

《維摩詰經》 

10/24 (六) 

10/25 (日) 

台中惠中寺 

台北普門寺 

各分團團員大會 

團務報告、議案討論 

各分團特色活動 

人間佛教宣講 

優秀團員表揚 

9-11月 各區 

(北)張慧雯 

歐迎廸 

青年總團 
2588 
2587 

(桃)林思妤 
青年總團 

2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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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協會年會 

表揚福報推廣 

精進修持 

幹部聯誼交流 

11/1(日) 

金光明寺 

(北區) 

張慧雯 

歐迎廸 

青年總團 
2588 
2587 

新竹縣政府
大禮堂 

(桃竹苗區) 

林思妤 
青年總團 

2586 

11/7(六) 
佛光山 

(南區) 

王俊傑 

王思涵 

佛光山 
1392 

青年總團 
2584 

11/8(日) 
惠中寺 

(中區) 
陳珮榮 

青年總團 
2585 

2020年中華佛光 

青年幹部共識營 

殿堂巡禮、專題講座 

主題論壇、議案討論 

12/19~20 

（六~日） 
佛光山 林思妤 

青年總團 
2586 

 

報名 QR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