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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衛生科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性騷擾防治宣導」衛教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1月 18日 上午 08:10~08:20 

二、地點：中央台勤前宣導 

三、宗旨： 

        95年 2月 5日「性騷擾防治法」施行，宣示尊重他人的人格

尊嚴及身體自主，使我國人身安全保護邁向新的里程。很多男性

跟女性談話時，喜歡故做親密，以手搭對方肩膀、拍打背部或拉

拉小手，即使辯稱碰觸受害人是表達關心，但只要讓對方感覺到

被冒犯，就構成性騷擾行為。界定性騷擾的最重要因素是被害人

的感覺與意願，因此同樣一種行為發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可能就

是「性騷擾」與「不是性騷擾」的區別。因此，違反他人意願而

向他實施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若造成對方的嫌惡與厭惡，不

當影響他的正常生活進行的，都算是「性騷擾」。在此，向同仁

宣導工作職場性騷擾防治，人人有責，禁止與避免性騷擾的行為

發生。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6年度同仁衛生教育宣導，衛生科擬訂宣導內容。 

   （三）由衛生科謝幸儒護理師主講。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活動，本院利用同仁勤前教育集合時間辦理宣導。 

（二）參考性騷擾防治法法條內容宣導。 

六、活動內容： 

（一）介紹什麼是性騷擾。 

（二）觸法可能應負的責任。 

(三) 遇性騷擾時應採取的應對措施。 

 
 

  



 

 

七、活動成果（剪影）： 

 

 

 
   

性騷擾防治宣導  性騷擾防治宣導 

   

 

 

 
   

什麼是性騷擾?  什麼是性騷擾? 

   

 

 

 
   

如何採取應對措施  性騷擾防治，人人有責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生活便利貼~那些愛滋大小事」衛生教育講座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01月 24日 下午 14:30~16:00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根據疾病管制署統計愛滋病人數近年逐漸攀升，至 105年底

愛滋人數高達 33,479 人，感染年齡層有年輕化趨勢，感染途徑

則以不安全性行為居多。感染者除面對來自家人的不諒解、同儕

的排擠、社會大眾對疾病的排斥、甚至影響就學、工作…等。為

提升青少年對安全性行為、身體自主權及感染者權益保障的重

視，本院於 106年 01月 24日邀請中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范順淵社工師蒞院演講「生活便利貼~那些愛滋大小事」衛生教

育講座，強化收容學生對安全性行為、愛滋感染途徑、感染者權

益保障及藥物治療…等正確認知，避免感染並遠離。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6 年度收容學生衛生教育活動，衛生科擬訂計劃陳核後奉

准辦理。 

（二）本院收容學生年齡為 21 歲以下之青少年，且因愛滋病感染

有年輕化趨勢，為提升學生對安全性行為、自我身體自主權

及感染者權益保障的重視，辦理此衛教活動。 

 (三) 本科經彰化縣衛生局邀請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會-范

順淵社工蒞院演講。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衛教活動，本院提供場地、投影設備及影音器材。 

（二）此次活動所需講師費用由彰化縣衛生局全額贊助。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講師介紹愛滋病相關知識，如：HIV與 AIDS的不

同、傳染方式、空窗期與潛伏期、篩檢、治療方式。 

（二）活動第二部份，講師介紹感染者權益保障相關資訊，並以模 

       型教導學生安全性行為的正確自我防護措施。 

 (三) 活動最後，講師藉由有獎徵答活動，加深學生對愛滋病防 

      範與認知、身體自主權及相關權益保障…等觀念。 

 

 

 



 

 

七、活動成果（剪影）： 

 

 

 
   

愛滋病介紹  傳染途徑 

   

 

 

 

   

正確性行為-如何使用保險套  正確性行為 

   

 

  

  
   

相關刑責  有獎徵答 



壹、 教務科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

分署合作辦理職業訓練「時尙新娘秘書班」會議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6年 1月 5日下午 14時至 16時止 

二、地點：本院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 

三、宗旨： 

本院擬與中彰投分署合作辦理職業訓練班，共同目的開設課程

配合產業界的趨勢潮流，積極輔導學生，讓結訓的學生能有立

即就業的能力，這也是課程之創設宗旨。使學生獲得正向肯定

及鼓舞，協助其順利復歸社會之願景。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教務科簽呈擬定會議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對象、勤務分配

等相關事項，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二）由教務科函請中彰投分署，統計參加人數及公務車輛接送等

事宜，俾利活動進行，確實掌控人數及資訊更新。 

五、資源運用：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會議紀錄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院 106年度與中彰投分署合作編列需求計畫「辦理少年矯

正機關少年就業促進服務業務」擬新增合作辦理職業訓練

「時尚新娘秘書班」。 

（二）首先由本院杜院長聰典介紹與會人員及歡迎中彰投分署各

位長官及貴賓蒞臨本院。今日主要討論「時尙新娘秘書班」

訓練課程啟程開班會議，感謝中彰投分署各位長官長期以來

對於本院的支持，陸續相關職訓、就業促進輔導等業務，也

請科長與各位同仁繼續給予指導。 

（三）「時尙新娘秘書班」職業訓練合作需求會議共提出三案議題

討論，分別對訓練期數、人數、課程週數，課程起迄、開課

場地及經費等業務提案逐一討論，與會交換意見並提供寶貴

建言後，本院與中彰投分署分別就業務現況充份溝通取得共

識，會議最後訂定決議後劃下圓滿句點。 

 

 



 

 

  

七、活動成果（剪影）： 

 

 

 

   

「時尙新娘秘書班」職業訓練合作需求會議

院長致詞 
 中彰投分署長官蒞臨本院參與與會 

   

 

 

 

   

「時尙新娘秘書班」職業訓練合作需求會議

提案討論 
 訂定決議後劃下圓滿句點 



法務部矯正屬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年度資訊安全內部稽核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1月 25日(星期三) 

二、地點：淑德樓 

三、宗旨： 

為檢核院內業務電腦是否套用及落實設定相關資訊安全防護機

制，避免發生資訊安全事件，及發生個人資料外洩事宜，故每月

均擇定部份電腦由資訊人員會同政風室辦理內部稽核作業。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由資訊人員會同政風人員隨機抽檢業務電腦。 

五、資源運用： 

（一）個人資料盤點軟體及輔助工具。 

六、活動內容： 

（一）稽核當日由資訊人員會同政風人員至淑德樓隨機抽檢 11 台

電腦，每台電腦均做 19項資訊安全檢查。 

（二）每台受稽核電腦均做個人資料檔案掃描作業，若發現有個人

資料且未經加密之檔案，均要求業務同仁補行加密，並做複

檢，俾免發生資料外洩情事。 

（三）每台受稽核電腦均檢查是否套用最新防火牆原則。 

 

  



七、活動成果（剪影）： 

 

 

 

   

內部稽核情形  內部稽核情形 

   

 

 

 

   

內部稽核情形  內部稽核情形 

 

 

 

 

 

 

 

 

 

 

 

 
  



參、總務科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排水溝清理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12月~106年 1月 

二、地點：立德樓前方(訓導科、教務科)排水溝 

三、宗旨： 

疏通立德樓前方排水溝，避免瞬間暴雨及學生洗澡時水溝滿溢。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自 105年初，訓導科前方排水溝陸續出現溝水溢出現象，尤

其暴雨時節與學生洗澡時最為嚴重。 

（二）原水溝蓋為水泥溝蓋，笨重不易搬動，且邊緣多次以水泥封

死，造成清淤困難。本次施工將溝蓋改為鍍鋅蓋板，方便隨

時清潔，並於上、下方添加雙層紗網，以阻攔樹葉及垃圾落

入。 

（三）因教務科前方排水溝與訓導科相通，且淤積情況日漸嚴重，

本次施工將一併處理，以求確實疏通排水溝。 

五、資源運用： 

（一）經比價及議價後，由廠商景泰營造有限公司承作清淤及製作

鍍鋅蓋板工程。 

（二）本院營繕配合使用消防栓水柱清淤。 

六、活動內容： 

（一）105年 12月 30日、31日廠商清理訓導科前方共計 5陰井及

排水溝，並更換溝蓋。 

（二）106年 1月 7日、8 日、13 日清理教務科前方 5 陰井、排水

溝，並更換鍍鋅蓋板。 

（三）106年 1月 21日施工紗網部分，於溝蓋上下兩面添加雙層紗

網，減少雜物、樹葉等排入陰井。考量戒護安全所需，每片

溝蓋加製鎖頭一枚。 

  



七、活動成果（剪影）： 
 

 

 

   

施工中(人工挖泥)  施工中(安裝鍍鋅蓋板) 

   

   

   

施工中(強力水柱清淤)  管路清淤(完成) 

   

   

   

施工中(淤泥打包清運)  鍍鋅溝蓋、雙層紗網(完成)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迎新除舊佈置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1月 19日  

二、地點：行政大樓 

三、宗旨： 

106年春節將屆，為鼓勵感謝全體工作同仁一年來的辛勞付出，並

期許於新的一年萬事如意，奉院長指示，於春節期間購置年節糕

餅水果並出動總務科及勞動役人員打掃環境及布置年節裝飾。 

四、籌備規劃經過： 

 由總務科自行提出需求、並斟酌費用需求，實際走訪量販店與水 

 果攤比價，挑選出最適當糕餅水果品、並動員人員布置環境及環 

 境打掃。 

五、資源運用： 

 由業務費用支應。 

六、活動內容： 

 (一) 105 年已過去，目前即將迎來 106 年農曆新年，農曆新年是

傳統民間習俗中最重要的日子，檢討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事件

引以為鑑，期許今年風調雨順事事平安。 

 (二) 在春節前夕總務科指派勞動役人員加強院區內環境打掃，掃

除舊的包袱及陋習，並由總務科長帶領總務科同仁布置年節

裝飾，讓冷冬高牆內的環境中，沾染了溫馨年節的氣息，在

春節這段喜慶的日子中。 

 (三) 春節期間仍有部分廠商、外賓及工作同仁因勤務或業務等因

素需留守崗位，因應習俗本科購置糕餅水果，提供招待及慰

勞同仁食用。 

（四）本案實施方式：由總務科派人至量販店、水果攤比價並挑選

出適當合宜之糕餅水果，於過年前由總務科分送各單位，並

由勞動役展開環境大掃除，總務科布置裝飾後最後再由營繕

協助裝設燈具，在夜色中更顯絢麗，以感謝全體同仁幫助本

院各項事務順利遂行，恭賀新春佳節。 

  



七、活動成果（剪影）： 

 

 

 
   

加強院區環境打掃  清除垃圾去除包袱 

   

 

 

 

   

年節糕餅大桔大利  新年大家恭喜 

   

 

 

 
   

新春張燈結綵  事事吉祥如意 

 

 

 



肆、訓導科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春節電話懇親」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1月 6日下午 1時 30分至 4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依法務部 82年 6月 21日法 82監字第 12615號函辦理，希藉由懇

親活動的辦理，增進親子交流、凝聚親情，展示平日學習成果，

並促進親師之間相互溝通，達成共同的教育目標。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年 12月 1日上簽呈擬定懇親時程、實施計畫、實施流程，

參與學生資格等相關規定，奉核後立即著手實行 。 

（二）由各班導師統計該班人數並造冊，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若

有異動，立即由班導師通知訓導科，確實掌控人數及資訊更

新。 

五、資源運用： 

（一）邀請中華電信協助辦理。 

（二）本院風室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六、活動內容： 

   （一）新的一年嶄新的開始之際首期勉本院的學生﹐能在新的一年

有新的開始一同為關心自己的人努力改變向上﹐活出美好的

將來。 

   （二）本院於中華民國 106年元月 6日春節前特地舉辦電話懇親活

動﹐提供少年學生以電話聯繫家人﹐使其疏解思念家人之情﹐

並且有助少年與家人感情之聯繫。 

   （三）親情是維繫青少年生活的動力﹐有了家庭的關愛與本院的教

導能使青少發自內心的願意改變自己﹐更加向上﹐近而遠離

以往不良環境。 

    (四）本次活動共計 3小時，首先為女生班進行電話懇親，親情的

呼喚聲此起彼落，場面相當溫馨。隨後的男生班，雖然場面

較為安靜，但仍看得出聽見親人呼喚聲的淚水，紅潤了少年

的眼眶，訴說著對家人的思念，思念的情緒已無法言喻。本

次的電話懇親活動在感人的氣氛下圓滿結束，學生們依依不

捨的掛上了電話，也期待下次的懇親團聚能讓家人看見蛻變

的自己。 
 

  



七、活動成果（剪影）： 

 

 

 

    

春節電話懇親-女生班  春節電話懇親-女生班 

   

 

 

 

   

春節電話懇親-訴說思念家人情緒  春節電話懇親-思鄉湧心頭 

   

 

 

 
   

春節電話懇親-男生班  春節電話懇親-男生班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春節懇親」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6年 1月 10-12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為強化輔導教育功能，結合親情關懷，以紓解收容人佳節思親之苦，
期藉由親情感召，俾利收容學生去惡從善，達潛移默化功效。 

（二）使收容人家屬瞭解學生在院生活情形及學習狀況，解其心中疑慮，
並獲知本院各項管理措施，進而規勸收容學生專心學習，改過向上。 

  （三）促使同仁更加瞭解本院學生身心、家庭等狀況，有助管教成效。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 12 月 1 日簽呈擬定懇親時程、實施計畫、實施流程，參與學生
資格以及家屬送入物品等相關規定，奉核後立即著手實行，並將懇親
家屬回條交由各班導師發給學生寄回通知，讓家屬早日規劃行程。 

（二）由各班導師統計該班回函人數並造冊，俾利活動當日核對身分，活動前
若有異動，立即由班導師或訓導科內勤通知家屬，確實掌控人數及資
訊更新。 

 (三) 由訓導科統籌規劃勤務分配，並惠請總務科保管股及出納人員，協助家
屬寄入金錢、合作社物品購買等相關業務辦理。 

五、資源運用： 
（一）邀請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彰化分會辦理更生業務宣導。 
（二）本院訓導科人權兩公約、兩性平等、毒品及酒駕等政令宣導。 
 

六、活動內容： 
（一）本院於 1月 10日至 12日一連舉辦了三天的春節「家屬面對面懇親活

動」，讓思念親人的受感化教育學生與家長們，有機會共享天倫。班級
導師們穿梭於少年與家長間懇談，並交換彼此意見，少年們面露童稚
純真的笑容，部分少年在久未謀面的親人面前痛哭流涕，場面相當感
人。 

（二）院長杜聰典表示，該院向來重視收容少年們的身心發展及各項教育政
策，在多年的經驗累積下，本次的春節懇親活動更顯溫馨動人。他說，
在「每逢佳節倍思親」情緒下，讓正在接受「少年感化教育」的學生
見到親人，將能撫慰少年的身心。 

（三）本院為增強家長們對少年矯正教育之信心，活動中特別播放該院口琴
班學生參加「105年度彰化縣學生音樂比賽」獲冠軍實況影片，同時亦
於會場中宣導法治教育及兩公約等相關影片，讓少年及家屬更了解人
權保障各項措施。臺灣更生保護會彰化分會吳志郎主委亦於 1月 11日
蒞院關懷在院的少年們，更進一步宣導更生保護事業之理念及服務項
目，讓家長們知悉該會所提供之相關服務及協助 

（四）三天的懇親活動總計有 666位來自全台各地的家屬參加，此項活動在各
少年矯正機構中是重要的處遇活動，相信該院會持續秉持教育感化之
理念，增進師生及親子間之互動、溝通與輔導，並持續鼓勵犯錯的少
年們利用時間策勵未來、順利重返社會。 

 

  



七、活動成果（剪影）： 

 

 

 

   

春節懇親 

會中播放宣導短片 
 面見親人感動落淚 

   

 

 

 

   

會場中共享天倫  母親温暖懷抱 

   

 

 

 

   

院長及更生保護會吳主委蒞臨活動現場 

關心本院收容學生  
 班導師與學生家長意見交流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愛心送暖」春節關懷少年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6年 1月 17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引進社會團體關懷少年力量，讓收容學生於春節前夕特

別感受社會大眾人情温暖。 

（二）透過活動進行温情感召，促使學生導正人生觀、增加自信心。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講座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相關

規定，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二）由班導師統計參加人數，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若有異動，

由班導師通知訓導科，確實掌控人數及資訊更新。 

五、資源運用：訓導科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春節將近，彰化縣兒童關懷協會為關懷本院收容學生，於 106

年 1月 17日上午，由蕭秘書長帶領該會監事及會務人員，蒞
臨本院辦理春節關懷少年活動，愛心不落人後，田中鎮公所

為了讓收容學生提前感受濃濃過年氣氛，亦由林秘書代表出

席慰問收容學生，本次活動共計 3班 93名學生參加。 
（二）活動一開始，由本院薩克斯風班及口琴班同學進行表演，帶

來一場心靈音樂饗宴為活動揭開序幕，本院口琴才藝班成立

於 102年 3月 20日，歷年參與各項音樂比賽獲獎無數，並於
105年度參與彰化縣學生音樂比賽榮獲高中職組第一名，本

年 3月 9日將代表彰化縣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三）院長致詞時表示，少年矯正機構收容學生是社會上特別需要
關懷的族群，希望藉由本次的活動，喚起社會大眾對於本院

收容學生賦予更多的支持與關心，同時也感謝田中鎮公所及

彰化縣兒童關懷協會發揮無比的愛心，蒞院關懷本院收容學
生並致贈慰問金。 

（四）最後，與會來賓也期勉各位同學，遵守院內各項規定，安心

努力學習，爭取提早離院的機會，整個活動在温馨氣氛下劃
下完美句點。 

 

 

 



七、活動成果(剪影): 

 

 

 

   

愛心送暖春節慰問活動 

院長致詞 
 田中鎮公所林秘書致贈慰問金 

   

 

 

 

   

本院致贈彰化縣兒童關懷協會感謝狀  本院薩克斯風班學生表演 

   

 

 

 

   

本院口琴班學生表演  口琴班指導老師接受彰視新關專訪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夢想起飛」國軍招募宣導活動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6年 1月 16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為提供本院學生 「國軍招募班隊」訊息，讓收容學生進一步

了解軍人的角色，充份獲得完整的國軍人才招募資訊，進而

選擇加入國軍行列。 

（二）促使學生進一步瞭解自己性向，提早規劃未來人生方向，提

供多元就業資源，實現理想。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講座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相關

規定，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二）由班導師統計參加人數，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若有異動，

由班導師通知訓導科，確實掌控人數及資訊更新。 

五、資源運用：訓導科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院為了讓收容學生進一步了解軍人的角色，充份獲得完整

的國軍人才招募資訊，進而選擇加入國軍行列，充實人生、

實現理想，於 106年 1月 16日上午 9時與國防部合辦「夢想

起飛」國軍招募宣導活動，本次活動計有男生班 286名，女

生班 134名參與。 

（二）蒞院辦理國軍人才招募宣導活動之洪上尉表示，國軍每年需

求補充軍士官員額達一萬餘人，為達成廣拓軍士官來源，使

青年學子獲得投入軍旅之完整資訊，以全面提昇國軍幹部素

質，她強調，未來有信心打造一個「新優質國軍」的面貌。 

（三）活動中除了請洪上尉說明士官兵招募對象、限制、福利制度

及各項生活保障外，本院更鼓勵少年，勇敢抛開錯誤、荒唐

過往，放下拳頭，從「心」改變，投入軍旅為自己未來人生

開啟光明且輝煌新頁。在活動進行中，本院學生紛紛踴躍發

問有關軍旅生活點點滴滴，也一一獲得完整滿意的答覆，整

場活動在互動熱烈氣氛中圓滿結束。 



七、活動成果（剪影）： 

 

 

 

   

國軍招募宣導活動 

秘書致詞 
 

國軍招募宣導活動 

洪上尉宣導說明 

   

 

 

 

   

國軍招募宣導活動 

葉慶麟中士宣導說明 
 男生班專心聆聽 

   

 

 

 

   

女生班踴躍發問  
國軍招募宣導活動 

何科長鼓勵同學從「心」改變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嘉義縣義德寺寒假佛學成長營活動」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6年 1月 20日、23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聆聽生命教育講座、學習佛法，促使學生自我反思，引

導學生面對自己未來人生，進而導正對生命的價值觀。 
（二）促使同仁更加瞭解本院學生身心、家庭等狀況，有助管教成

效增加自信心。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講座及課程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學生班級

等相關規定，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二）由班導師統計參加人數，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若有異動，
由班導師通知訓導科，確實掌控人數及資訊更新。 

五、資源運用：訓導科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在 106年新春雞年即將來到之際，本院與嘉義縣義德寺於 1

月 20及 23日辦理寒假佛學成長營活動，希望為本院收容學

生增長智慧、身心安頓，累積福德，本次活動計有男生班 128
名、女生班 93名學生參與。 

（二）在始業式揭開序幕時，法師師勸勉所有參加的學生，本活動

之目的，在學習日常生活儀態，使舉止合宜，相互尊重，彼
此接納。佛學成長營活動的內容相當豐富，第一天由真觀、

真頓法師教導佛學基本禮儀，緊接著由宗麟法師以美容及美

德為主題進行一場精闢演講，法師期勉同學藉由在日常生活
中學習「美德」，內化修養將能潛移默化轉化成「美容」，這

就是相由心生的道理，活動中除導正學生價值觀外，更以不

同的方式表達尊師重道。 
（三）第二天由田志隆講師主講「好事正在開始」，以周利槃陀伽的

故事告訴同學，覺察自我心性，將過去的過錯改正，從心徹

底懺悔，相信憑自己力量可以改變人生。在第二天結業式活
動供養三寶的感恩迴向，由同學向尊長、老師行弟子禮，感

恩其無私地教導及扶持，並齊誦經懺梵唄，為全院所有師生

祈福同安。 
（四）佛學營期間的飲食，早、午二餐皆以素食供應，除略增菜色

外，希望同學們都能健康茹素，減低衝動情緒、累積功德，

沾聞輕安法味。 
 



七、活動成果（剪影）： 

 

 

 

   

佛學成長營 

田老師主講好事正在開始 
 真觀、真頓法師教導佛學禮儀 

   

 

 

 

   

教導學生尊師重道禮儀  宗麟法師主講美容與美德 

   

 

 

 

   

師父帶領學生誦經  學生象徵性供養師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