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2012/07/15/上午10:00 
地點:中華阿逸多學會 
製作人:林宜靜 

毓修 



報告人:林理事長 



理事長致詞 

一、學會於去年成立
2011/7/9成立以來，至
今1年6天。 
感謝各位會員11年來的
支持與護持。 
一路走來篳路藍縷，至
今已經可以看到曙光，
以及未來發展的展望。 
感謝方老師的佛法帶領，
師母的推行，各位師兄
姐們的努力與相陪。 
 



人事變遷 

1.理事會 
100/11/24第四次理監事會 
常務理事黃桂蕾女士請辭獲准。 
由第一順位候補理事劉金鳳女士 
遞補理事職位。 
 
12月6日下午4:30常務理事補選， 
由李淑賢女士當選常務理事。 

2.行政人員，2012年， 
05/30，幹事高雅鈺離職， 
06/01，許美蕉補上幹事職缺。 
07/16，秘書方子平離職。 

3.會員  入會  出會 
至2012/07/07，共91位會員， 
入會3名、 出會7名。 



二、這一年重點工作 
 (1)行政制度面的建立
會計、會務、行政分
工、財產清冊清點。 
 
(2)召理監事聯席會議 
至6月已召開9次會議 
4次臨時常務理事會 
 
(3)軟體方面 
網頁架設，資料建立
，活動報導，把本會
的特色逐漸彰顯出來
。 



(4)敦聘各組委員 

委員會  主任委員 
會計  李敏芬  
志工 杜麗琴 
活動 葉淑惠  
文宣 黃佩榳 
資訊 林宜靜 
插花 陳瑞蓮 
會刊 林宜靜 
公關 黃梓琦 

(5)敦聘顧問群 

以他們的專長、熱忱  ，來協助我們推展會務。 

顧問群 
職稱 姓名 
法律顧問  黃淑齡律師 
財務顧問 李秀貞小姐 
會務顧問  陳創義教授 
顧問 王昌翌先生 

蔡易君女士 
黃桂蕾女士 

公益基金關懷小組    
組長: 李淑賢 



考量未來，與社會不同社團接軌，以及服務會員品質，設計與設備從
裡到外，都以舒適、方便、莊嚴為考量(LED燈管、飲水機、咖啡機、
淨水器、衛浴設備…)， 
讓來者有如回家的溫馨感受，能夠享受到最好的招待。 

(5) 硬體方面:壇城裝潢、消防工程、周邊設備 

壇城方位改變 

依消防法第九條規定，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走廊風貌 



 四季法會、前半年佛法演講系列 
 

 101年度活動，以高山靈修與國內
外宗教道場參訪為重點。 

 藉此鍛鍊學員實地靈修能力，國
內道場參訪提供獎勵，鼓勵參加
會員參加有獎徵答活動。 
 

 宗教參訪在精神導師帶領之下 
 將不同地區的宗教風潮、宗教法

脈引領回來、學員學習生活佛法。 
讓阿逸多宗教發展走在時代潮流
之上。 

國外宗教參訪 
去年八月西藏宗教參訪、 
今年七月北印度宗教參訪。 

(6)活動特色 

為鼓勵會員參與學習，國內道場參訪車資與餐費全額補助，2011西藏之旅補助
20萬供養四大教派祖庭，2012印度宗教參訪補助共24萬。 



三、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敦聘方老師為本會之精神導師。 
 
四、在本年度清明法會 
 1. 八佛登臨，展演成法華盛會，
恭喜慧如上師成就佛道。 
 
2. 特聘請方老師為本會永久大阿
舍黎。 
 
3. 聘請慧可金剛上師、慧淨金剛
上師、慧蓮金剛上師、慧平金剛
上師為本會長期傳法上師。 
 
 4. 頒發脫噶瑜珈證書。 時間: 2012/05/05清明法會 



五、例行共修活動 
 
週四晚上7:30-9:30         週六上午9:30-11:30 
 
讀書會型態，已經一年時間。 
已經閱讀書目有:   驗證佛菩提、佛祖也瘋狂。 
 
從讀書會，研究慧如上師佛法發展的理念與沿革， 
可以提升會員學術研究風氣。 
 
9月份台北讀書會成立。 

歡迎台北師兄姐一起來讀<佛祖也瘋狂>。 

 
徵稿:  佛祖也瘋狂讀書會心得 
          驗證佛菩提讀書會心得 



 特別推薦<佛祖也瘋狂> 
 從書中可以了解到: 
 
 慧如上師宗教改革情懷 
 突破前佛之重要 

理念與紀錄 
 脈絡清楚 

 
 唯識心理學架構與應用 
 破除宗教迷失與迷信 
 與新佛法接軌的重要著作 
 從閱讀過程一起做個人宗教

改革 
 

 應可列為本門重要入門書目 
認識人與神的關係原來可以
是自由、平等、尊重的! 
強調人類自主性 

 從讀書會之團體動力 
-可以獲得更多元的宗教觀 

讀書會仍然可以做到- 
 
讀書、激勵、整合、修練之效能 

我們是以角色扮演來一起閱讀這一本書，精采之處，每一人
都一起鼓掌歡呼! 若你在現場，絕對會拍案叫好 !!! 



第二年重點工作 

六、除上述活動， 
加強志工組研習活動 
社會公益關懷活動。 
 
1.志工組研習 
活動訓練內容 
志工志業知能 
認識本會 
結合養生氣功保健 
社會關懷合作。 未來，志工組可以支援社會公益關懷活動!!! 



2012/5/16訪視弘化懷幼院 2012/5/16訪視藍迪育幼院 

2.公益基金與社會關懷活動， 
透過訪視，選擇需要協助團體，進行物資協助。 
選擇有經驗之相關團體，一起合作做社會關懷。 

第五次理監事會決議，將阿逸多法輪中
心公益基金改為中華阿逸多學會公益基
金。公益基金已累積473,000元。 
公益基金獨立帳戶，在2012/3/21於國
泰世華銀行已開獨立帳戶。 



精神導師致詞 



2011/7-12月   五場 佛法演講系列 
無主題的演講，學習如何提問，學習如何學習。 



引領四大法會主軸之進行 
今年清明法會-八佛登臨、法華盛會 



感謝師父師母 參與本會活動與指導 

2012/01/18壇城裝修之後的佈置 

2011/09/24-25秋季旅遊 



感謝師父師母 參與本會活動與指導  

2012/05/19夏日午宴 2012/03/10-11司馬庫斯高山靈修 



印度宗教參訪之旅行前訓練與指導 



活動組報告:   淑惠 主委 



高山靈修 

 101/3/10-11司馬庫斯 
 101/10/20-21(地點未定) 

 
從團體互動，領悟實修樂趣，提升靈性成長。 
實地觀察自然界、法界，與我之互動關係。 
學習隨行上師之生活佛法。 
師兄姊之間情感，更深、更相知。 

 



高
山 
靈
修
樂
融
融 



司馬庫斯登山口 穿過竹林  越過山坡 



本島旅遊活動 

會員秋季旅遊： 
 100/9/24-25東豐綠色走廊、日月潭 
 101/ 8/11-12武陵農場 

 
促進會員情感交流。 
倡導親子參與，增進家庭和樂。 
休閒娛樂，紓壓樂活。 
回饋會員，補助參與會員每人一千元。 

 



100年度/9/24秋季旅遊 
第一天上午:東豐綠色走廊自行車道 

東豐自行車開跑了!!! 看我們---勇闖九號隧道! 

享受全素的午宴 吃飽了! 愛睏了! 



新
社
古
堡 

石
林 

貓頭鷹:「好重!別把手撐在
我的頭上!」 

100年度秋季旅遊 
第一天下午新社古堡花園 



紙寮DIY 

100年度秋季旅遊 
第二天上午廣興紙寮 



100年度秋季旅遊 
第二天下午:日月潭遊湖 

我們是坐統一號總統專用船喔! 



報告人:慧平上師 



2012/04/22北部道場參訪之行 
         由副理事長、秘書(慧平上師)帶領大家去參訪 
            全程由慧平上師帶領大家了解風水與磁場 

廖添丁廟前 漢民祠前 



2012/04/22北部道場參訪之行 

參訪凌雲禪寺 



淡水、紅旗德國農夫麵包 十八王公廟 

2012/04/22北部道場參訪之行 



2012/04/22北部道場參訪之行 

參訪慈航寺 



9/23道場參訪 ---2012/07/02新竹三義廟現場勘查 

由理事長、慧平上師、慧可上師一起勘查路線與寺廟 



慧蓮佛母帶領 

壇城插花 
活動時間：每次法會前一天插花佈置壇場。 



2011/08/13-14中元法會 



2012/11/12-13重陽法會 



2012/02/4-5 
元宵法會 



2012/05/05-06清明法會 



報告人:  梓琦 主委 



2012/05/19/11:30-14:30 

感謝大家熱烈參與與支持 

毓修 

中華阿逸多學會2012/5月編製 



5月19日會員凝聚日 
以簡單溫馨、家庭聚餐的方式在佛堂相見歡， 
並分享交流彼此的心得， 
期望藉此來凝聚會員們的參與感與向心力。  
 



我們可愛的上師、可愛的師姐 



眾家師兄們使出渾身解數，帶來一道道豐盛美味的素食
佳餚，都讓大家食指大動，飽足口福一頓，無論男女老
少都吃得眉開眼笑、心滿意足。 



阿姨多多-阿逸多多 

我們未來的阿逸多多 我們資深的阿逸多多 



阿姨多多-阿逸多多 



報告人:志工組麗琴主委 



感謝志工師兄師姐 
於四大法會、會員大會、 
新春壇城裝修前後的支援 

義工們的背後，就是原來壇城五方佛
位置，目前已經清空!!! (2012/1/10) 

我們的壇城方位轉向了! 
2012/01/18壇城佈置 



2012/01/18壇城佈置 



2012/01/18壇城佈置 



2011/12/11第一次集會 

活動內容: 頒發志工證書、凝聚共識、提供建議 

理事長勉勵大家以志工為榮，將愛心擴展到社會大眾。 
聽取大家這一次集會的建議，將壇城之唐卡做導覽，分別貼小標籤在唐卡左下
方，並貼在網頁上供各界查詢。 



2012/06/10第二次集會 
活動內容: 認識生理結構、八段錦養生氣功 

麗琴志工組主委主持 志工講師: 淑賢理事 
主題: 生理結構 



2012/06/10第二次集會 
活動內容: 認識生理結構、八段錦養生氣功 

志工講師: 慧可上師        主題:武八段錦養生氣功 



2012下半年有二次志工研習活動 
 101年10月7日上午

9:00~11:30 
 活動主題: 
 1.認識學會 

 (請先閱讀學會網頁
「學會簡介」) 
2.循環系統(上) 

 3.文八段與武八段養生氣
功 

 101年12月23日上午
9:00~11:30 

 活動主題 
 1.學會導覽 

 (請先閱讀學會網頁
「唐卡介紹」) 
2.循環系統(下) 

 3.易經筋養生氣功 



我們的理念 

 提升本會志工專業知能 
 推展志工未來與社會接軌的介面 
 將推出一系列研習活動 

 
 研習活動將融合 
 健康保健養生氣功、志工志業知能議題探究 
 
 從過程讓大家瞭解本會的歷史、傳承、學會導覽，以
及面對外界之志工禮儀，和如何介紹本會內涵。 

 屆時歡迎大家一起來共同努力。 
 



公益基金小組組長報告:  淑賢 理事 

1.訪視鄰近學校 
告知本學會提供清寒學生營養午餐補助，若有需求可在8月份以前提出。 
2.訪視關懷團體 
3.與有經驗團體交流取經 



訪視藍迪育幼院 

民國101年5月24日由公益基金小組成員林理事長、淑賢常務理事、素玉 
理事訪視藍迪育幼院、弘化懷幼育幼院團體。 



訪視弘化懷幼院 

 訪視後，小組討論提議每季法會後提供米
給藍迪育幼院，不足部分，將在法會前募
集，明年五月第三週日參與弘化懷幼院園
遊會，讓其它團體認識我們的學會。 



中小企業經理協會葉理事、蔡理事來本會參訪 
社會關懷經驗交流(2012/07/05) 

蔡理事的兒子慕名而來 
請教大師兄數學問題 

合影 



參訪天主教弘道仁愛之家 

2012/07/11 由小企業經理人協會 社會公益關懷小組引介 
參訪在蘇澳之天主教弘道仁愛之家 



會計報告: 梓怡 幹事 
 



提案一、追認100年度收支決算表。（附件P.2） 
說明；本決算表於101年3月23日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已於3月31日前送交內政部審查。 
決議: 
 
 
提案二、追認101年度收支預算表。（附件P.4） 
說明: 本預算表於100年12月29日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已於3月31日前送交內政部審查。 
決議: 
 



提案三、追認101年度重要新增預算決議支出。(附件P.3) 
說明一: 本年度壇城重要工程專案，有消防工程、修繕裝潢、新增購置費，
已經過第七次(101/03/23)、第八次(101/05/18)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
辦理，由於超出101年度預算編列額度過多，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第七次(101/03/23)、第八次(101/05/18)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支出如下: 
(1)支出消防工程費用291,700元。 
原101年度預算沒有編列消防工程費，提請追認新增消防工程費291,700元。 
 
(2)支出修繕538,270元。 
原101年度修繕編列381,000元，提請再追認修繕費157,270元。 
 
(3)新增支出抽油煙機、淨水器之購置費為54,200元。 
原101年度購置費編列50,000元屬一般購置費用，提請追認購置費54,200元。 
 
說明二: 第八次(101/05/18)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印度宗教參訪補助專案， 
上師每一位二萬元整，理監事每一位一萬元整，會員每一位五千元整。 
至2012/07/07共有25位提出申請，上師5位、理監事10位、會員8位，補助費共24
萬元整，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共增加 503,170 元 



提案四、追認員工待遇表。（附件） 
科目 員工 本薪 個人勞

健保 
支薪 資方勞健保 勞退金提撥 

薪資 幹事許美蕉 24,000 736 23,264 健保1,266.- 
勞保1,447.- 

1,512 

薪資 秘書方子平 25,000 772 24,228 健保1,329.- 
勞保1,519.- 

1,440 

薪資 幹事黃梓怡 27,000 818 26,182 健保1,455.- 
勞保1,642.- 

1,620 

總和   76,000 2,326 73,674 8,658 4,572 

提案五、追認101年度工作計畫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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