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阿逸多學會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時間：2013/07/06 

地點：阿逸多學會 

彙整：卓翰程 



主席致詞 

報告人：理事長 林宜靜 



林理事長致詞 
一、學會成立滿二年 

2011/7/9成立至今滿二年。 

感謝各位會員對學會的支
持與護持。 

感謝精神導師的學術發展
與堅持，引領大家進入第
九佛的修持，走上時代潮
流，進入生命的進化。 

感恩這二年來，大家給予
本人的愛護，能在這場域
磨練與成長。 

因為有願意犧牲奉獻的理
監事團隊，讓學會得有今
日的規模。 

期望大家秉持愛護團體的
心，共同開創未來!!! 

 

 

 



精神導師致詞 



工 作 報 告 

理事長報告 



一、會務:  (2012/7/15-2013/7/6) 

       共召開 7 次理監事會議； 4次臨時會議 

1. 會員  入會  出會 
2012/07/15至2013/07/06， 
入會 9 名；出會  1 名；目前共 99 位會員。 
 
2.重視員工福利、員工身心靈成長 
第一屆第8次會議 員工福利決議: (101/05/18) 
  正職員工參與學會舉辦兩天以內的國內旅遊皆享有全額旅費補助。 
  幹事可延續法輪中心時期的年資，未滿一年的新進員工無特休。 
第一屆第12次會議 員工基礎修持學習補助決議: (101/12/07) 
  補助二位幹事在職期間，得享方老師個人課程”好媽媽心理課程” 
  以及”基礎禪課程”兩門課程之50%學費補助。  
 
3.行政人員，2013年， 
05/07，卓翰程擔任秘書一職。 

工作報告 



(4)第一屆第10次會議  
公益基金將營養午餐補助弱勢團體補助，轉為清寒助學金。 

2012/ 7/15會員大會王昌翌會員提案，更改本會會員大會開會時間，並
請本會於理監事會期評估更改的必要性。 

決議：全數理監事決議維持原案，不變動會員大會開會時間。 

 

(5)環境衛生 

第一屆第11次會議 --- 環境衛生決議 

定期每四個月一次，由清潔公司消毒及大掃除。 

 

(6)參與佛居會團體會員會議、會員大會，與其它相關團體交流互動。 

 

(7)各組委員分層負責累積各項活動經驗 傳承製作SOP作業流程   

重視活動前規劃，活動後檢討，釐訂改進方案， 

製作法會、道場參訪、佛學講座、公益義賣等活動之SOP行政作業流程，
以奠立各項活動執行基模。 

 



(8)合作訓練課程 決議 (102/03/08) 
第一屆第14次會議 訓練活動決議 
 為鼓勵優良佛教文化之教育與推廣，特設立課程訓練並委發 
 證書，課程發展皆以兩會(中華阿逸多學會主辦、夏荷顧問  
 有限公司協辦)之合作方式進行 。 
 102/06/ 14-16日 金剛界曼荼羅訓練活動 
 102/10/ 10-12日 金剛阿闍黎訓練活動 



(9)印贈精神導師著作 
第一屆第15次會議決議通過    
印製醫神、金元四大家之醫學與流派各2000本，分送各界。 



(10)財務 
 
100/08/31  
資產負債 948,6106     
102/05/31     
資產負債 925,0221   公益基金42,1641 
同時完成  壇城整修、消防安全、走廊裝潢 
 
詳細部分 在提案討論報告  



(一)四季法會        

• 精神導師慧如金剛上師於2004年6月在本會前身阿逸多法輪中心時期，
就開始傳授第一次的密法。歷年以來，本著宗教改革的心，以修練成
佛為目標，樹立了密教傳法的獨特風格。 

• 每次法會聚集新的主軸議題修練，解決不同向度問題。 

• 屬多元化的修持，為成佛之路在做準備。 

• 專職法會總幹事<淑媛、金鳳、宿逸>。 

• 成立香積組<淑惠、梓琦、師母>，重視法會與活動之餐食品質提升。 

 

二、法會活動特色 



二、法會活動特色 

•101年度 元宵法會 
活動時間：101/2/4-5日。 
參與人數：54人；58人。 
活動內容： 

   摩利支天佛母修持儀軌 
   準提佛母 
   那洛空行母修持儀軌 
   那洛六法 
◎主題燈---星宿燈 
◎重視拙火修持、 

       奠立密教修持基底。 

•101年度 清明法會 
活動時間：101/5/5-6日。 
參與人數：46人；61人。 
活動內容： 
綠度母修持儀軌 
妙音佛母修持儀軌 
葉衣佛母修持儀軌 
二十一度母修持儀軌 
 
◎主題燈---彌勒燈 
◎以地水火風四大為主軸。 

加入三摩地、平行宇宙空間、多重
宇宙空間的修練概念。 
擁護彌勒菩薩成就藥師佛國八大菩
薩首席之席位，奠立本門唯識傳承
之法界力量。 
◎八佛登臨 
◎法華經菩薩湧地品 



•101年度 中元法會 
活動時間：101/8月24-25日。 
參與人數：67人；72人。 
活動內容： 
吉祥天母修持儀軌 
黑瑪哈嘎啦修持儀軌 
普巴金剛修持儀軌 
時輪金剛修持儀軌 
 
◎恆河水  冥河水 
因七月印度宗教參訪之行 
帶入印度宗教神靈的精神 
宗教神靈人格化 
將宗教精神融入生活 
 

•101年度 重陽法會 
活動時間：101/11/24-25日。 
參與人數：75人；72人。 
活動內容： 
四加行修持儀軌 
彌勒專修修持儀軌 
彌勒心要修持儀軌 
喜金剛修持儀軌 
 
◎彌勒法門   
◎進入外銀河系 
第一班生活禪之後   
具象化能力提升 
進入另一階段的修持 



咕嚕方老師佛學講座<共四場次> 
活動宗旨： 
提升學員對佛法學習的認知，培養學
佛風氣。 
主題:苦集滅道 
◎越過時空裂縫的冥河、夜睹明星與
築夢、讓星星的小孩回家、天人五衰
相現消滅 
 
活動時間：第一場次101年12月2日 
參與人數：54人。 
  
活動時間：第二場次101年12月9日 
參與人數：49人。 
  
活動時間：第三場次101年12月16日 
參與人數：55人。 
  
活動時間：第四場次101年12月23日 
參與人數：52人。 



102年度 新春光明燈法會 
活動時間：102/2/23-24日。 
參與人數：68人；84人。 
活動內容： 
四大天王----移動基準石 
五大龍王法----十天干龍 
四臂觀音----耳根圓通 
金剛手共修----授戒如來32相 
◎開始 
仙女星雲觀音修持 
羅漢齋 
 

 102年度 清明法會 
活動時間：102/5/12-13日。 
參與人數：59人；73人。 
活動內容： 
綠度母 
白度母 
葉衣佛母 
大白傘蓋佛母 
◎進入光子化修持 
◎24尊天蒞臨 
◎醫療修持 
<精神導師著作二本書印製贈送各界> 



102年度 金剛界曼荼羅訓練活動 
---金剛界曼荼羅灌頂法會 
活動時間：102/6/14-16日。 
參與人數：45人。 
主辦: 中華阿逸多學會 
協辦: 夏荷顧問公司 
◎精神分析 
 ---超級好媽媽課程為前行 
◎金胎曼荼羅灌頂 
  六道輪迴  生死相續 
◎儲備種子講師 



(二)國外道場參訪 
活動宗旨： 
鍛鍊學員實地靈修能力。 
將不同宗教風潮、法脈引領 
     回來、讓阿逸多的宗教
發展走在時代潮流之上。 
 
(1)第一次 100年8月16–28日 
西藏之旅 
參訪 西藏四大宗教: 
黃教甘丹寺、白教止貢梯寺、
紅教桑耶寺、花教薩迦寺。 
參與人數：20人 
           
(2)第二次 101年7月18–30日 
北印度之旅 
參訪 錫克教、印度教、佛教
、耆那教。 
參與人數: 24人 
           

(3)第三次 102年7月15-27日 埃及、約旦、以色列  聖地之旅 
參訪 古埃及宗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天主教。 
參與人數: 26人 



(三)國內道場參訪 
活動宗旨： 
增進會員情誼，推廣學會名聲， 
與相關團體進行學術交流。 
讓會員在實地參訪過程， 
學習如何去認識寺廟？ 
如何去分辨解讀寺廟的現狀？ 
藉此走入實修演練， 
以培養佛法落實生活之文化風氣。 
 
(1)第一次 101年4月22日    
活動地點：五股廖添丁廟、觀音山凌
雲禪寺、金山十八王公、汐止慈航堂 
參與人數：18人。 
  
(2)第二次 101年9月23日 
活動地點： 
   枋寮義民廟、新竹城隍廟、苗栗義
民廟、苗栗法雲寺、龍潭南天宮 
參與人數：17人。 

行前探勘與導覽接洽， 
讓會員能在最安全狀況下觀摩學習。 
聘請隨隊講師: 慧平上師。 
鼓勵會員參與學習，繳交心得報告
者，退還報名費500元。 
 

(3)第三次 102年6月2日 
活動地點：宜蘭三清宮、基隆靈鷲山、
基隆靈泉寺、汐止慈航堂 
參與人數：27人。 



(四)例行共修活動 

 
從讀書會，研究慧如上師佛法發展的理念與沿革， 

以提升會員學術研究風氣。 

地點 時間 負責講師 

學會 週四晚上 07:30-09:30 慧淨、慧可 

學會 週六早上 09:30-11:30 慧蓮、慧平 

台北 週日早上 09:30-12:00 慧淨、慧可 

龍潭 週四晚上 07:00-09:00 慧平 

板橋 週四早上 10:00-12:00 慧蓮 



(五)公益活動與贈書活動<公益活動與志工研習合併> 

 

參與「2013年(第七屆)『有你真好』園遊會」公益活動，志工們設計了
「甲飽沒」、「魁花寶典」、「可樂吧」三個攤位， 
分別賣羅漢齋、慧如上師新書<金元四大家之醫學與流派、與醫神>贈閱
區、以及賣無蛋杯子蛋糕與冬瓜茶。 

地點:弘化懷幼院 (102/5/19) 



(六)志工培訓 

活動宗旨： 
增進志工間情誼、認識學會、儲備推廣學會理念
之志工。 
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及道場參訪、宣揚精神導師理
念、讓志工與社會接軌。 



活動組 

報告人：葉淑惠 



壇城佈置 



高山靈修 



道場參訪 

報告人：慧平上師 



2013/06/02 道場參訪 
由慧平上師帶領大家了解各寺廟的氣場 

游先生示範如何參拜道家神明(上) 

此為宜蘭三清宮道教總廟 學會贈書與游先生合照(上) 



2013/06/02 道場參訪 

參訪靈鷲山 



2013/06/02 道場參訪 

參訪靈泉禪寺 



2013/06/02 道場參訪 

參訪慈航寺及彌勒內院 



法會花藝組 

慧蓮佛母帶領 

活動時間：每次法會前一天佈置壇城 





阿 逸-姨 多多 
   花-藝 朵朵 



法會花藝 



公關組活動報告 

報告人：黃梓琦 



中華阿逸多學會 
冬日餐敘  

時間:2012/12/23/中午12:00-14:00  

感謝大家熱情參與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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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精神導師與理事長 



餐敘開始大家都吃的很開心 



餐後還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感謝各位的支持 



志工活動 

報告人：杜麗琴 



講解養生食物  



大師兄教易筋十二式 



理事長介紹唐卡 



期待下次有你的參與 



公益基金社會關懷 

報告人：李淑賢 



弘化懷幼院義賣活動 
及精神導師贈書簽名會 



現場的攤位跟佈置 



老師簽書及弘化贈感謝函 



清寒助學金 
中華阿逸多學會資助 

週邊國中清寒助學金 
經國國中  新台幣一萬元，兩名。 

大有國中  新台幣五千元，一名。 

慈文國中  新台幣五千元，一名。 

同德國中  新台幣五千元，一名。 

會稽國中  新台幣五千元，一名。 

文倉國中  新台幣五千元，一名。 



討論提案 

(一)案由：確認101年度收支決算表。【詳見附件】 

    說明：本決算表於102年3月8日第十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並於102年3月31日前送交內政部備查。 

(二) 案由：確認102年度1至5月收支決算表。【詳見附件】 

       說明：102年度1至5月收支決算表，提請確認。 



(三)案由：追認102年度收支預算表與追加新增預算。 

                 【詳見附件】 

 說明：1.本預算表於101年12月7日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並於101年12月31日前送交內政部備查。 

           2.102年5月24日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印製精神 

               導師二本著作「醫神」與「金元四大家之醫學與流派」 

               共新台幣268,800元，提請追加。 

(四)案由：追認102年度工作計畫表【詳見附件】。  

說明：本預算表於101年12月7日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並於101年12月31日前送交內政部備查。 

102年度工作計畫表 

102年度工作計畫...docx


(五) 追認員工待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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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美蕉 26,000 864 25,136 
健保1,322.- 
勞保1,663.- 

1,584 

薪資 黃梓怡 27,000 904 26,096 
健保1,382.- 
勞保1,739.- 

1,652 

薪資 卓翰程 24,000 786 23,124 
健保1,202.- 
勞保1,512.- 

1,440 

總合 77,000 2,554 74,446 8,820 4,676 



會員旅遊 

報告人：黃梓怡 



本島旅遊活動 

會員秋季旅遊： 

時間：102年9月28、29日(預定) 

地點：台南水上森林溫泉二日遊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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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臨 時 動 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人：方永來 

2013年癸巳年、是中華阿逸多學會往外出發開跑的一年， 

為了要支援學員在成功的學習之後進入社會， 

所以提案給會員大會： 

要求給這些新紥師兄弟順利出擊，所以建議提撥一些經費支援。 

每一個單位/人員、最高上限的費用為：一百萬元台幣。 

支援之項目必頇與裝潢費用有關，並按一定比例支付。 

例如7：3之比例分擔：30%是成員要自付費用、學會可以支付70%又
本經費不得用來支援各單位的薪資支付和店舖租金。 

(註：要有破釜沈舟打算的人才能到社會出擊謀生、這樣的人格特
質才是我們支援的對象！) 

其它要求細項，請交由理監事商議定案，擬定出最好的互動方法，
作為日後其它成員外出發展時之標準案例。 

 



臨時動議(一) 
提案人：方永來 

案由:中華阿逸多學會未來發展案 

說明: 

一.中華阿逸多學會，延續阿逸多法輪中心運作至今，已進入第十 

   三年。 

二.依學會章程宗旨「提供虔誠修行人士之修持道場，倡辦社會慈 

   善公益事業……」，適合在全國各地建構發展基地，以加速學 

   會未來發展 

辦法: 

     此正確方向，提經大會通過後，交由理事會研擬執行細則， 

     依序實施。 



頒 發 感 謝 狀 



第二屆理監事選舉 



選舉第二屆理事、監事 
說明:第一屆理監事任期即將屆滿，選舉第二屆理事、  

         監事。 

選舉流程: 

      1.選務小組召集人說明選舉規則與注意事項。 

      2.認識理事、監事候選人 

      3.開始投票。 

      4.餐敘 

      5.開票 

      6.公布選票結果。 

 



散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