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三清功德會 104 年工作紀要 

01/04 道德經講堂由李文祥老師主講。 

01/18  台中聯絡處舉辦社區關懷活動。 

01/28 為讓道德經講堂多元化，今日之道德經講堂為電影觀賞

聯誼活動。 

01/31 於和樂餐廳召開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員們踴躍參

與盛會。 

02/12 歲末志工組長會議，期許新的一年，三清志工能擴大服

務至各個角落，讓愛心更落實。 

02/22 舉辦新春團拜，名譽理事長伍錦霖院長、創會理事長及

現任理事長帶領理、監事向大家拜年，並致贈新春紅

包，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洋洋得意。 

02/26 創會理事長及羅秘書長參加萬丹鄉農會新春聯誼。 

03/11 道德經講堂上課，由高章輝老師主講道德經第 31、32、

33 章。 

03/25 道德經講堂上課，由伍錦然老師主講道德經第 34、35

章。 

03/29 參加屏東市喜氣羊羊兒童節活動。 

04/08 道德經講堂上課，李明雄老師主講道德經第 36、37 章。 

04/11 定期舉辦捐血活動，由李秀蓮志工及大連里里長董鍾秀

珠志工分別負責上下午場之捐血活動，共募得 114 袋。 

04/12 上午 6:30 於高雄市立小港國中，舉辦 2015「拒絕毒品、

神采飛羊」全民健行活動，協辦單位有高雄市真善美聯

誼會及高雄市議員陳麗娜服務處 



04/17 秘書長羅茂松帶領志工參加山達基教會－高雄機構‧無

毒世界推廣協會舉辦2015反毒教育之旅愛FUN不放縱

－我是反毒小尖兵活動。 

04/18-23 秘書長羅茂松帶領志工團團長、副團長等人參加山東省

聯誼之旅。 

04/29 道德經講堂上課，由伍錦香老師主講道德經第 38 章。 

05/02 本會小琉球聯絡處舉辦親子健康講座；邀請謝水乾校長

主講。 

 參加人員每人贈與本會創會理事長親製之三寶存錢筒

乙個。 

05/11 藏傳佛教薩迦王嗣智慧金剛仁波切蒞臨中華三清功德

會，接受本會歡迎儀式，隨後安排關懷弱勢行程。 

 第一站：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 

 受到主任蕭明輝和院內長輩及志工的熱烈歡迎。屏東市

大連里里長董鍾秀珠和三清功德會的志工，先做簡易的

帶動唱，逗得老人們綻放燦爛的笑容，十分開心。智慧

金剛仁波切和三清功德會，除了帶來多樣的民生必需品

贈送給老人之家外，也特別贈送加菜金。活動結束前，

智慧金剛仁波切特別為老人之家的長輩們及所有志工

加持灌頂。 

 第二站：基督教勝利之家 

 基督教勝利之家位於屏東市大連里大連路上，距市中心

約兩公里。自民國 52 年起收容全省各地的小兒麻痺兒

童，給予治療及教育。現收容院童 60 多人，大部分為

腦性麻痺兒童。此外，還有一部分的成人日托，對於低



收入戶的患者是全額補助的。參訪勝利之家行程，由社

工陳秀琴主任引導大家到六樓做簡報及參觀。智慧金剛

仁波切和三清功德會與文殊佛學會特別贈送加菜金，也

帶來多樣的民生必需品贈送給勝利之家。 

 會後並參觀勝利之家的復健訓練場所－「洗衣庇護工

場」，專為訓練身障者工作機會、工作能力的洗衣場。

今天的參訪過程中，讓我們看到南區老人之家對長輩們

安養及細心照顧；勝利之家對院童的細膩心思及設想周

到及志工們無怨無悔的付出，都是值得我們尊敬與學習

的。（本段文字由董鍾秀珠提供） 

05/13 道德經講堂上課，李維仙老師暖身，簡介韭菜的好處。

蔡文鎮老師主講道德經第 39 得一章。 

05/24-25 至台中杉林溪召開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及辦理志

工成長研習活動，共 150 多人參加。 

05/27 道德經講堂上課，特別邀約黃瓊玉老師等里仁團隊，講

解「餐桌上的真相」，課程精彩，學員收穫良多。 

06/10 道德經講堂上課，許文山老師主講道德經第 40、41 章。 

06/24 道德經講堂上課，李文祥老師主講道德經第 42、43 章。 

06/06 花蓮聯絡處舉辦身心靈生活論壇。 

06/07 台中聯絡處，於台中市太平區新光路 35 號，韓主任住

宅舉辦推拿義診活動，特邀請劉錦芳顧問，於當天早上

9 點到下午 4 點服務鄉親，共開放 50 個名額，以自然

療法與刮痧敷藥，解除筋路酸痛的義診活動。 

06/07 花蓮志工聯誼會。 

06/10 道德經講堂上課，暖身簡瓜老師，顏伯真老師主講道德



經第 40、41 章。 

06/13 編輯部顏老師令嬡結婚，認捐三寶人生存錢筒 300 個致

贈參與喜宴人士。 

06/16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在創會理事長、祕書長率領下，到萬

丹鄉廣安國小及四維國小推廣三寶人生存錢筒，並分別

送出 105 個及 345 個存錢筒給小朋 

06/18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在創會理事長、祕書長率領下，到萬

丹鄉萬丹國小推廣三寶人生存錢筒，送出 910 個。 

06/23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到萬丹鄉萬丹國中送出 1,320 個存

錢筒。 

06/24 道德經講堂上課，暖身陳淑鈴小姐，李文祥老師主講道

德經第 42、43 章。 

06/25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到萬丹鄉興化國小送出 150 個存錢

筒。 

06/26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到萬丹鄉新興國小送出 140 個存錢

筒。 

06/29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到萬丹鄉興華國小送出 265 個存錢

筒。 

07/08 道德經講堂，暖身林麗蓮老師，簡榮貴老師主講道德經

44.45 章。 

07/12 慶祝父親節，表演團體團長召開會議，討論節目內容和

程序。 

07/19 台中聯絡處，於台中市北區中清路 325 號一樓，由整骨

師鄭志龍鄭老師服務鄉親，從早上 10 點到下午 4 點，

舉辦整骨義診活動。 



07/22 電影讀書會。 

08/02 屏東市慶祝父親節反毒健走活動，由本會和屏東市公所

主辦，屏東市快樂分享協會、大連里里長服務處承辦。

8 月 2 日清晨 6 時，從忠孝國小大門口出發，2 千多位

民眾浩浩蕩蕩的迎著晨曦，繞行市區宣誓「反毒、拒毒」

決心，希望全民一起勇敢向毒品說「不」。市長林亞蒓

表示，反毒、健行，都是為了健康，絕不能讓毒品氾濫

危害我們的社會，損及國人的健康。三清功德會理事長

伍錦香表示，三清 6 年來在各地舉辦反毒健行活動不下

60 場，至少有 120 萬人次參加，今後更會持續推動。

隨後，由市長林亞蒓與三清理事長伍錦香共同鳴槍，展

開全程 5.4 公里的健走活動。 

08/02 為感念父恩、提倡孝道、發揚父慈子孝美德，本會於下

午 2 時 30 分在和樂餐廳美滿廳慶祝父親節，並表揚本

會選拔出有具體行善傳愛或教子有方，且子女均有相當

成就或有其他優良表現足以為楷模之模範父親。表揚大

會首先由翁玲秋理事領導之馬拉松音樂會揭開序幕，接

著是一群辣媽表演熱舞炒熱氣氛，下午 6 點開始舉行模

範父親表揚，共有 12 位模範父親接受頒獎。 

08/12 道德經講堂，暖身葉宜妹老師，李明雄老師主講道德經

46.47 章。 

08/25 下午由伍錦香理事長、羅茂松秘書長、葉麗滿理事…

等，一一分送父親節相片至模範父親的家。 

08/26 道德經講堂，暖身伍芬葶老師，理事長伍錦香主講道德

經 48.49 章。 

09/08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到萬丹鄉社皮國小送出 560 個存錢



筒。 

09/09 道德經講堂上課，暖身劉寶珠老師，李文祥老師主講道

德經第 50 章。 

09/16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到萬丹鄉新庄國小送出 360 個存錢

筒。 

09/16-27 三清志工團總會各小組及台中聯絡處、花蓮聯絡處志工

在中秋節前夕展開關懷訪慰活動，愛與關懷傳達每個需

要溫暖的角落，希望這些鄉親朋友們也能感受節日的溫

馨。 

09/23 道德經講堂上課，由高章輝老師主講道德經第 51 章。 

09/29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到屏東市鶴聲國小發放存錢筒。 

10/02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到萬丹鄉萬新國中發放存錢筒。 

10/05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到屏東市瑞光國小發放存錢筒。 

10/06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到屏東市忠孝國小發放存錢筒。 

10/08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到屏東市中正國小發放存錢筒。 

10/14 道德經講堂，暖身林麗蓮老師，創會理事長伍錦然醫師

主講道德經 52 章。 

10/28 道德經講堂上課，由顏伯真老師主講道德經 53.54 章。 

10/30 三清總會在屏東市和樂餐廳召開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

會議。 

11/03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在本會創會理事長、鄭常務理事大義

及秘書長率領下到鄭常務理事母校高雄市田寮區崇德

國小推廣三寶人生存錢筒，由方校長淑娟接待，在小朋

友熱烈歡迎下送出 250 個存錢筒給小朋友。 



11/07 屏東捐血站舉辦捐血活動，早上由志工團副團長李秀蓮

等志工 6 人，下午由大連里董鍾里長等志工 6 人在捐血

站現場負責並致贈健走 T 恤及勤快三寶，鼓勵民眾踴躍

捐血。計募得 145 袋。感謝熱心公益發揮仁愛互助精神

的志工及民眾。 

11/09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在本會創會理事長及秘書長率領下

到屏東市仁愛國小推廣三寶人生存錢筒，由溫校長曉風

接待，在小朋友熱烈歡迎下贈送 1,350 個存錢筒給小朋

友。 

11/10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在本會創會理事長及秘書長率領下

到屏東市建國國小推廣三寶人生存錢筒，由朱校長勝斌

接待，在小朋友熱烈歡迎下贈送 200 個存錢筒給小朋

友。 

11/11 邀請王國信老師主講反毒教育。 

11/13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在本會創會理事長及秘書長率領下

到屏東縣瑪家鄉佳義國小推廣三寶人生存錢筒，由鍾校

長祥憑接待，在小朋友熱烈歡迎下贈送 250 個存錢筒給

小朋友。 

11/25 道德經講堂上課，由李維仙老師導引，梅勝傑老師主講

道德經第 56 章。 

11/28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在本會創會理事長及秘書長率領下

到屏東市崇蘭國小推廣三寶人生存錢筒，由簡校長建如

接待，在小朋友熱烈歡迎下贈送 1,500 個存錢筒給小朋

友。 

11/30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在秘書長及陳美瓊理事率領下到屏

東市海豐國小推廣三寶人生存錢筒，由周校長清輝接



待，在小朋友熱烈歡迎下贈送 300 個存錢筒給小朋友。 

12/09 道德經講堂上課，由簡瓜老師導引，李明雄老師主講道

德經 57 章和學員分享。 

12/11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在志工團團長李明雄及陳美瓊理事

率領下到屏東市歸來國小推廣三寶人生存錢筒，由張校

長文禎接待，在小朋友熱烈歡迎下贈送 250 個存錢筒給

小朋友。 

12/17 三清功德會志工團在本會創會理事長及秘書長率領下

到高樹鄉田子國小推廣三寶人生存錢筒，由洪校長嘉宏

接待，在小朋友熱烈歡迎下贈送 250 個存錢筒給小朋

友。 

12/18 總會及道德經講堂學員，舉辦台東花蓮知性之旅。 

12/19 參加花蓮聯絡處和花蓮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在洄瀾灣

「反毒樂活大行動｣健走活動，結合社會力量，強化反

毒宣導防治毒品進入校園與社區，本會伍理事長與羅秘

書長、花蓮縣衛生局長林運金、吉安鄉長黃馨、花蓮生

命線協會胡毓恩一起在台上與現場 3千多名鄉親共同宣

誓遠離毒害，勇敢向毒品說「不｣，並與民眾一同在美

麗的東海岸洄瀾灣走完全程。 

12/20 道德經講堂台東花蓮知性之旅 

12/25 下午 5 點召開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臨時會。 

      下午 6 點舉辦志工小組聯誼活動、 

12/30 道德經講堂電影讀書會。 

12/31 屏東市復興國小推廣三寶人生存錢筒；贈送 580 個存錢



筒給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