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零九年度基金會推廣活動成果報告 

(一)基金會推廣成果報告(109/01/01-109/12/31)  

 專業人員培訓(賽斯心法推廣種子培訓系列課程) 

 初階 進階 高階 

總人數 597 371 112 

 「暑期魔法學校」系列課程 

A.2020 賽斯青年團探索心靈工作坊-『愛情中的安全感』 

 活動日期：07/30-07/31，參與人數共 11 人 

 參與對象：18-25 歲青年 

 活動內容簡述： 

在親密關係中，想獨佔，害怕被取

代、被遺忘，再多愛的保證也無法

讓自己感到安心。可以代替永恆的

太多了，幾本書、幾個人，如此一

生不過是你一個轉身。如何保有自

我而不受傷？ 

學習當一個能給自己力量也能給

對方溫暖的人。 

B. 2020賽斯魔法教師培訓營 

 活動日期：07/17-07/19 

 參與對象：對教育熱情者、具有賽斯資料基礎者 

 活動目的： 

期盼培訓有志運用心靈魔法在教育

上的老師、父母，以及有志成為賽斯

教育中心魔法老師群。 

 活動內容簡述： 

 校正對生命本質的基本概念 

 集中焦點激活你的心靈潛能 

 鍛鍊教師應具備的魔法效能 



 學校/政府/企業邀約推廣 

學校邀約 

日期 邀請單位 題目 講師 人數 

1/27 板橋高中 信念創造實相 陳麗芬 50 

04/15 崇文國民小學 教師研習講座 羅 那 20 

09/17~10/15 潮州國民中學 認輔小團體 
林琦韻、張淑惠

林美惠、林盈秀 
48 

9/19 潮州國小 蹲低視野，與孩子內心接軌 蔡麗華 30 

9/23 大新國小 在孩子心裡飛翔 林美妘 20 

11/21 仁武國民小學 親職講座 羅 那 50 

12/16 新竹水源國小 我不只是我-談自我認識 陳麗芬 60 

12/16 
新竹市東區水源國

小 

我不只是我--經由改變自

己，你改變整個世界 
陳麗芬 53 

12/16 
新竹市東區水源國

小 
在孩子心裡飛翔 王小芬 13 

政府/企業/組織邀約 

日期 邀請單位 題目 講師 人數 

1月-12月 
明昇兒童圖書事業有

限公司 

《一日一修練》、《靜心的優

雅節奏》、《自我覺察》讀書

會 
黃菊萍 15 

2月-12月 漢翔企業 健康之道讀書會 嚴照恩 10 

2-12月 

每月 2次 
楊梅怡仁醫院 癌症團療 湛敏伶/劉冠林 220 

3/4 永和日間照護中心 生命未完成的夢想 蔡明錡 25 

3月-12月 長濱山海人家咖啡 方舟移動式系列讀書會 羅那、施昭菁、張

淑惠、林美惠、林

琦韻、盧玉芬、黃

千芬、杜玉婉、康

麗華 

155 

3月-12月 部落文健站/樟原 團體活動 250 

3月-12月 部落文健站/竹湖 團體活動 50 

5/1 金昇企業 防疫資訊展 王貴芳 50 

5/6 永和日間照護中心 如何覺察情緒.減緩壓力 林斌慧 25 

6/1-7/6 彰化慈生仁愛院 情緒逆轉勝 陳嘉珍 30 

6/3 永和日間照護中心 賽斯身心靈養生 徐永藏 25 

7/8 永和日間照護中心 和自己談個戀愛吧 莊淑華 25 



日期 邀請單位 題目 講師 人數 

8/12 中興保全 職場心旅學-自我探索 王小芬 15 

8/13 中興保全 職場心旅學-自我探索 王小芬 25 

9/5 永和日間照護中心 
如何面對疾病防治-你可以

不生病 
葉玉琴 40 

9/9 永和日間照護中心 如何快樂的迎接老年生活 許慧萩 25 

10/7 永和日間照護中心 開心自在.歡樂無限 朱家珍 25 

11/4 永和日間照護中心 相愛容易相處難 葉玉琴 25 

 社區大學合作專案 

一、合作對象：遠東科技大學-樂齡大學系列課程 

（一） 課 程 名 稱 【看懂身與心的美妙節奏】 

（二） 開 課 日 期 11/11 

（三） 班 級 人 數 80人 

（四） 授 課 老 師 關倩芝 

（五） 開 課 目 標 
活出第二青春期 

（六） 成   果 

讓我們老的永遠不是我們的年紀，而是我們的心態。我們對年

紀的認知成了我們的衝突，讓頭腦和心在打架。我們的內心都

還有著青春的自己，但腦袋總是提醒我們是幾歲，該做幾歲才

會做的事。心沒有老，身體就沒有老，因為身與心有著自己自

然的美妙的節奏。 

 

二、合作對象：遠東科技大學-樂齡大學系列課程 

（一） 課 程 名 稱 【活出你喜歡的自己】 

（二） 開 課 日 期 11/25 

（三） 班 級 人 數 80人 

（四） 授 課 老 師 關倩芝 

（五） 開 課 目 標 
活出第二青春期 

（六） 成   果 

忘記你的年齡，什麼都不重要，心態最重要。 

給自己一個掌聲，為那個心中美好的自己喝采鼓掌。 

我們常常以為掌聲是送給別人，但最好的那個掌聲其實是要給



自己。 

你心中有沒有一個理想的自己呢，那個你又是什麼模樣呢? 

後半的黃金人生，就勇敢活出你喜歡的那個自己吧。 

 

 

三、合作對象：遠東科技大學-樂齡大學系列課程 

（一） 課 程 名 稱 【重返 20歲】 

（二） 開 課 日 期 12/2 

（三） 班 級 人 數 80人 

（四） 授 課 老 師 關倩芝 

（五） 開 課 目 標 
活出第二青春期 

（六） 成   果 

今年你幾歲?你心中那個最美好的年紀是幾歲? 

如果現在能夠讓你重返到你最喜歡、最美好的年紀，你想回到

幾歲呢? 

最後一堂課倩芝主任帶著大家藉著一首又一首的歌回到我們年

輕時的美好時光。 

那些我們年輕時的歌曲讓我們憶起那美好的歲月，倩芝主任更

請大家帶著自己的照片讓我們看看年輕時的自己會對現在的自

己說些什麼?而我們又想對過去的自己說些什麼呢? 

 

 線上講座&課程 

線上課程 

舉辦單位 讀書會 團體課程/活動 工作坊 線上參與人數 

台北 ● ●  39 

新北 ●  ● 122 

新店 ● ●  203 

新竹 ● ● ● 130 

台中 ● ● ● 36 

嘉義 ●  ● 25 

台南   ● 35 

高雄 ●  ● 187 

屏東 ● ● ● 4709 

賽斯村 ●   1000 

 



防疫安心學賽斯之安心講座 

 

 

 

 

 

 



 百萬 CD/公益出版品 

百萬 CD 自 109年 1月至 109年 12月共發印約 2,000片百萬 CD  

「生命之光」 

陪伴手冊 

2006 年 12月：第一集初版(共 14篇分享文章) 

2007 年 06月：第一集再版(第一集修訂後再刷) 

2008 年 05月：第二集(共 11篇分享文章) 

2009 年 11月：第三集(共 28篇分享文章) 

2010 年 10月：第四集(共 27篇分享文章) 

2014 年 10月：第五集(共 33篇分享文章) 

2017 年 07月：第六集(共 33篇分享文章) 

「賽斯家族會刊」 

(限量發行) 

2008 年 11月：創刊號 

2009 年 5月：第二期 

2010 年 5月：全球賽斯家族回歸大典專刊 

2011 年 1月：百年紀念桌曆 

2011 年 10月：賽斯神話季刊創刊號 

2014 年 6月：痘疤雜誌-無聊 

2015 年 6月：痘疤雜誌-找死 

 法務部受刑人身心靈輔導專案 

序

號 
日期 監所名稱 活動內容 帶領人 

1 109/1/8—109/12/23 台中女監 個別輔導 
蕭鳳秋、王優美、 

王玲如、李瑞茹 

2 109.01.12 桃園監獄 新年心希望 邵盈穎+助教 

3 109.02.09 桃園監獄 
學習聆聽身體的訊息、情緒

的故事 
邵盈穎+助教 

4 109.07.12 桃園監獄 
面對生活大小目標，如何有

效行動 
邵盈穎+助教 

5 109.08.16 桃園監獄 
我創造自己的實相：如實面

對，學習負責 
邵盈穎+助教 

6 109.09.13 桃園監獄 安然度過人生轉折期 邵盈穎+助教 

7 109.10.18 桃園監獄 
肯定自我價值，在感覺中專

注目標與創造 
邵盈穎+助教 

8 7/1 嘉義地檢署 被觀護人進行生命教育講座 陶昭文 

9 8/12 嘉義地檢署 被觀護人進行生命教育講座 陶昭文 



 其餘推廣成果 

1. 賽斯家族卡共發出  7261  張 (截至 12/31止) 

2. 社區讀書會：全省約  14  處、海外  5  處。 

3. 特約商店 

 已簽約：  6  家。 

台北：愛伊納絲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凱度咖啡 

台中：新福大飯店 台中：惠來谷關溫泉會館 

賽斯村：野菜野生植物養生館 高雄：天然園推廣中心 

  社團活動  

社團名稱 練習時間 表演日期 活動名稱 表演地點 

蘇馬利合唱團 

新店團 
每周三 pm4:00-6:00 

7/5 
愛與感受，情緒只是

一種選擇 

中正紀念堂 

9/11 當音樂遇到心靈 
屏東分會講

座 

12/19 國際賽斯日 賽斯村 

蘇馬利合唱團

新北分團 
每周四 19:00-21:00 12/19 國際賽斯日 賽斯村 

蘇馬利合唱團

新竹分團 
每週五下午 2:00-4:00 無 無 無 

賽斯高雄 

合唱團 

固定每月星期六

PM10:00-11:30 

2/8 許醫師演講 
中華電信演

講廳 

10/11 高雄分會開幕 高雄分會 

台北分會 20期

戲劇班 
8、9、10 月的假日 11/1 

王怡仁醫師講座前

的開場表演-蝴蝶的

心靈故事 

中正紀念堂 

蘇馬利戲劇團 

新北分團 
8月-12月 12/12 蘇馬利戲劇餐聚 新北分會 

蘇馬利戲劇團

台中團 

8/30、9/19、9/20、10/3、

10/4 
無 無 無 

太極拳(高雄) 星期三下午 4:30-5:30 無 無 無 

 



 2020 賽斯村國際賽斯日活動 

一、 活動名稱：2020 國際賽斯日-邁向內在快樂之旅<人生好好玩> 

二、 活動日期：12/19(六)-12/20(日) 

三、 地點：賽斯村 

四、 參與人數：約 1000 人 

五、 活動目的： 

期盼藉由活動，帶領每一個人深入內心，開始認識自己。如果說生命

就是一場遊戲，從出生到現在，在這場遊戲裡，你的人生或在生命的每個

角色中，你有沒有覺得很好玩，你玩得快樂嗎?如果生命的過程就是一場遊

戲，是一場冒險，是一個體驗，我們如何創造好玩的人生。透過祈福儀式，

感受內在的愛、智慧、慈悲、創造力、喜悅與神通；感謝天地，感謝一切

萬有的愛及護佑這片土地的每一個生靈! 

每次活動亦為當地的觀光產業－從住宿、飲食、交通至觀光活動等各

層面，帶來了可觀的消費商機，有效協助帶動了當地觀光週邊產業的發展。 

六、 活動效益 

1. 創造觀光消費商機、提升花蓮觀光產業國際形象。 

2. 促進社會大眾邁向心靈普遍開啟，朝向健康喜悅的生命品質。 

3. 宣揚賽斯身心靈觀念、價值觀、促進人心安定及社會和諧。 

 

 

 

 



 2020 年各分會活動集錦 

教育中心 

一、 活動名稱：讓我們去愛吧！歌・劇演唱會 

二、 活動日期：01/12 

三、 地點：TADA 方舟音樂藝文展演空間 

四、 參與人數：327 人 

五、 活動目的： 

邀請大家一起行動 一起用愛點燃生命的溫度，用一張票支持我們的理

念、用一張票支持我們的行動、用一張票支持賽斯教育中心，以愛為核心

建構的魔法學校。 

六、 活動內容簡述 

活動以五齣戲劇為主，內容改編自學員們的故事，每齣劇中間穿插歌

手演唱搭配劇情的歌曲。 



台南分會 

一、 活動名稱：賽斯台南 13 週年慶虎虎生風虎頭埤踏青去 

二、 活動日期：01/05 

三、 地點：虎頭埤 

四、 參與人數：20 人 

五、 活動目的： 

賽斯台南分會，是心靈桃花源的燈塔，願點亮所有迷惘，給你們最真

摯的溫暖。 

六、 活動內容簡述 

由倩芝主任帶領著我們禁語遊走虎頭埤，一路上的靜默，反而讓人能

有更多的空間與自己對話，主任帶我們到涼亭下解除禁語，大家開始分享

自己這一路上走來的覺受，與大自然共存的我們心似乎也明亮的起來，是

不是自然的純淨反射了我們的一切，讓我們更能親近的看見自己。賽斯心

法就是要我們遊戲心來面對我們的物質實相，我們在這一片小草地上玩起

了遊戲，從進階版的跳格子、小球傳接、123 木頭人，大家玩得很開心，從

遊戲中去接觸了內心那個稚嫩的自己。 

 



高雄分會 

一、 活動名稱：賽斯高雄分會新居落成暨開幕儀式 

二、 活動日期：10/11 

三、 地點：高雄分會(高雄巿前金區中山二路 507 號 4 樓) 

四、 參與人數：100 人 

賽斯高雄分會永久會址，在 10/11 由許添盛醫師、馬心怡營運長、陳

嘉珍教育長與嚴照恩主任親自揭幕，正式營運。感謝協助開幕典禮的志工

團，從場地佈置、表演規劃到餐飲準備，讓開幕典禮每個環節能順利進行。 

我們將在這個空間推廣賽斯，如果你願意傾聽心靈之聲，並想了解如

何創造實相，歡迎加入高雄分會好所在。祝福每位進出的人們長久清凈無

礙！ 

 

 

 

 

 



屏東分會 

一、 活動名稱：七月靜靜玩賽斯 

二、 活動日期：07/01-07/07 

三、 地點：屏東分會-台東賽斯海 

四、 參與人數：100 人 

五、 活動目的： 

◎結合社會熱心人士贊助身心靈整體健康觀念公益推廣。與政府、企業單

位接洽，落實新文明「愛的互助合作」。    

◎將於屏東、台東地區舉辦更多讀書會、公益講座、送書到台東縣市學校

及社區單位，腳踏實地落實理想。  

◎協助每一個個人對自己存在本質的重新認知並重新定義， 打開心靈的偉

大能力，喚醒內在心靈的愛、智慧、創造力、神通與喜悅。 

◎從自身開始蛻變，達到個人生命展現、價值完成，走上利己利人利益眾

生的道途。 

六、 活動內容簡述 

歡喜慶祝賽斯屏東十三年與賽斯海三週年慶，啟動東海岸古老且深具

智慧的能量，與東海岸土地人們的互動，更深入具體朝向內在修練。 

步上金坑山，點亮方舟上的心靈之眼－賽斯海，象徵一步一步放下世

俗，回到心靈，點亮自己內在的心靈之眼。 

 



 2020 賽斯海推廣成果 

一、 賽斯心法深度課程： 

活 動 目 的 

「山海盟」就是身體與靈體的盟約盛典~ 

透過許添盛醫師和羅那老師工作坊課程層次帶領，協

助我們從對自己的覺知，到自我層面的剖析，真正落

實身心靈層面的整合。 

內外整合的三合一課程，協助您建立堅實而有彈性的

『心理橋樑』，向外看懂人性、向內整合自己。 

活 動 方 式 

一、「賽斯心法+身心靈整體健康觀念」解析、導引。 
二、團體共振、分組討論、一對一近身陪伴面對整合。 
三、在生活中向外移動，向內覺察。在行、住、坐、

臥中靜心。 
四、從「信任與恐懼」的活動中，遇見慣性思維、行

為，擕手突破穿越。 
五、星空夜語、聊心療心、圓滿之夜。 

活 動 地 點 台東賽斯海  

活 動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帶 領 老 師 

109.03.18-109.03.24 
三月份山海盟— 
屏東輔導師生活體驗、許添盛醫師賽斯

村工作坊、羅那老師賽斯海工作坊 

羅 那 

109.05.13-109.05.19  五月份山海盟 羅 那 

109.08.12-109.08.18  八月份山海盟 羅 那 

109.10.16-109.10.20 十月份許添盛醫師賽斯村工作坊 羅 那 

109.11.13-109.11.17 
十一月份山海盟、羅那老師賽斯村工作

坊 
羅 那 

活動成效 

＊落實賽斯生活--「少量多餐，分段睡眠」、「靜心觀

照，自我覺察」、「改變信念，信任生命」。 

＊藉由分組配對以及團體共振課程，協助學員認識自

我覺察、自己面對、整合自己、改變慣性、擴展彈性、

激發潛能。 

接續許醫師工作坊觀念延伸，帶領同學透過團體多面
向共振，協助大家從「認同自己」的課題開始，在探
索討論中更理解自己，認識自己存在的本質。 

 

 

 

 

 

 

 

 



二、 賽斯心法落實常態生活 

活 動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帶 領 老 師 

109.01-109.12 輔導師群輪值每日常態生活 屏東輔導師群 

活 動 目 的 

賽斯心法學習，或許真正的夢想不是去建立一個具體的照顧療

癒據點；而是具體而微的落實在愛我和我愛的每個當下的生活

裡。心安住了，當下即是！讓我真正的認識了自己，也在每一

個當下裡落實在生活中，無條件的接納了我自己。 

協助更多人認識心法認識自己，由自己做起，將心法觀念落實

日常生活中活在當下。 

活 動 方 式 每日靜坐冥想、聆聽賽斯有聲書、seth TV直播課程 

活 動 效 益 落實賽斯生活--「少量多餐，分段睡眠」、「靜心觀照，自我覺

察」、「改變信念，信任生命」。 

 



(二)台中『賽斯教育中心』 

 大專青年團推廣專案 

一、大專青年巡迴課程 

為了讓各地的青年都可以就近在分會上青年團課程，於 2019年開設了「賽斯青年團

巡迴課程」，針對 15-25歲青年較感興趣的主題規劃一系列課程，也希望能給 15-25青年

一個適合的身心靈課程。期許夥伴們透過賽斯思想的學習，獲得生命的熱情與價值，成

為「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者」、 「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相信將能帶給社會各階層更

多的溫暖和感動。 

❤ 整體課程規劃： 

⭐2019/10 月 新北分會 <人際篇> 人際遊戲 

⭐2019/11 月 台北分會 <親情篇> 我的家庭真可愛 

⭐2019/12 月 新竹分會 <愛情篇> 好想談戀愛 

⭐2020/2 月 屏東分會 <豐盛篇> 如何創造豐盛 

⭐2020/3 月 高雄分會 <自己篇> 難道是我想太多 

⭐2020/4 月 台南分會 <愛情篇> 如何面對失戀 

⭐2020/5 月 嘉義分會 <自己篇> 我可以失敗 

⭐2020/6 月 教育中心 <豐盛篇> 潛意識牌卡 

 

 2020/2 月 屏東分會 <豐盛篇> 如何創造豐盛 

把心靈上的豐盛轉為物質上的豐盛，讓生活更踏實、更豐

富、更有意義。 

豐盛感是讓你更能完成生命中的理想的後盾與力量。 

心靈愈豐盛，心也會愈自在平安。 

 

 2020/3 月 高雄分會 <自己篇> 難道是我想太多 

現在正在走的這條路真的是我想要的嗎？ 

我還可以做什麼？ 

一直不確定適合做什麼，要怎麼發掘自己的天賦呢？ 

讓青年團陪伴你，人生道路茫然但不孤單。 

 



 2020/5 月 嘉義分會 <自己篇> 我可以失敗 

人生裡，有很多讓人挫折的經驗，或對結果感到不滿意，這些

感受的背後都有它的美意，只是在明白那個美意之前，你會以為

它是失敗的，它們必須被很誠實的面對，才能真的被看見、被超

越。 

和青年團的夥伴一起學習如何面對失敗，如何勇敢地去失敗。 

 

 

 2020/6 月 教育中心 <豐盛篇> 潛意識牌卡 

透過潛意識卡牌與潛意識連結，了解自己的狀況以及內在真

實的面貌，讓我們從認識自己開始，一步一步從忙碌的生活

中找回屬於自己的步調。 

 

二、大專青年培訓課程 

 

 

 

 

 

 

 08/29『發現不一樣的自己』-解讀肢體語言的秘密 

你所解讀的肢體語言真的就如同你想的那樣嗎？ 

注意對方身體發出的訊息，打開內在感官，解讀肢體語言下真正

的想法。 

 

 09/05『發現不一樣的自己』-和你的身體對話 瑜珈 

你了解自己的身體嗎? 

透過有意識地呼吸與身體的對話，藉由感受身體的覺知更了解自

己，建立與身體溝通的橋樑，更瞭解身體的感覺。 

 



 10/31『發現不一樣的自己』-和植物對話 多肉植物組合盆景 

最美的內在感官花園，感受視覺、嗅覺、味覺、觸覺......。 

當精心培育的花朵都開好了的時候，可能也已經走出了絕望的

崎嶇，心也長滿了勇氣。 

內在感官打開了，那些無處可去的壓抑的情緒也有了很好的出

口。 

 

 11/07『發現不一樣的自己』-與名字對話 遇見未知的自己 

你喜歡你的名字嗎？ 

名字對你有什麼意義嗎？ 

姓名是父母給的第一份禮物，也是每個人在這世上收到的第一

份祝福，一同感受父母滿滿的愛，探討姓名對自己更深層的意

義和期待~ 

 

 12/12『發現不一樣的自己』-大膽夢想與實現的行動力  

睜大眼、敞開心，善用天賦特質開展行動，期待充實愉悅的 2021。 

 

 

三、青年團暑期工作坊-愛情中的安全感 

在親密關係中，想獨佔，害怕被取代、被遺忘，再多愛的保證也無法讓自己感到安心。 

可以代替永恆的太多了，幾本書、幾個人，如此一生不過是你一個轉身。如何保有自我而

不受傷？ 

學習當一個能給自己力量也能給對方溫暖的人。 

 7/30 表達- 我愛你，與你何干? 

表達愛，是單純抒發自己真實的感受，代

表自己的心意傳達出去，並不求回報，不

須他人對此負責，建立沒有負擔的親密關

係。 

 7/31 信任-愛與不愛都是愛 

信任自己，信任關係，信任內在更大的力量， 

一切的發生都是因為愛。 



四、「大專青年生命品質深耕計畫 - 學習護照計劃」 

贊助 500元可以讓青年學子有 30小時學習時數，時數用完後以心得回饋給贊助者，

藉此讓大專生的生命品質獲得提升。 

【目前贊助人數：574；大專生申請人數：431】 

 

五、獎助學金 

賽斯教育中心舉辦的「108年度大專青年賽斯教育獎助學

金徵文活動」，頒獎典禮於 2020年 03月 14日(星期六)

賽斯教育中心舉行，由董事長許添盛醫師、陳嘉珍教育

長以及獎助學金的捐贈者親自到場頒獎。賽斯獎助學金

舉辦至今已經 8年了，而教育中心堅持延續此項傳統，

目的是為了讓賽斯心法向下扎根，鼓勵學生更早開始賽

斯心法的學習。 

 

 

 

第八屆論文獎學金 第四屆獎助學金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陳豫律 賽斯資料早期課的理論與

實踐 

優勝 翁世芸 賽斯資料學習心得-自我覺察 

陳俐文 兔子洞之旅 優選 梁雅雯 愛做夢的孩子 

謝宜沛 從心出發，遇見不同的自己 優選 黃崇維 人生的幸福清單-賽斯心法心得 

卓寶燕 反正學費沒有白繳 佳作 蔡亞璇 關於我的底氣與接受 

      王承釩 賽斯魔法學校設計 

      周彥丞 賽斯魔法學校設計 

      柯瑜綉 賽斯魔法學校設計 

      柯瑜慧 賽斯魔法學校設計 

      郭佳蓉 特別專案獎助學金 

 



 教育研討會 

一、 活動名稱：2020 第三屆賽斯教育研討會「新世紀的教育觀：翻轉教育要翻往

何處？」 

二、 活動日期：12/27(日) 

三、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七樓國際會議廳 

四、 參與對象：教育學者、在職教師、退休教師 

五、 參與人數：180 人 

六、 活動目的： 

期能與教育界之先進，進行理念交流與實務經驗分享，突破現行制度上

不合時宜與僵化的教育觀念。 

七、 活動內容簡述： 

台灣在 2019 年進行由「九年一貫課綱」到「108 課綱」的改革，冀望經

由以「核心素養」為導向的教育目標。在這場教育改革的落實過程中，教育

現場的老師是否準備好？家長是否充分理解？社會的成就價值觀是否能夠

翻轉？怎麼教與怎麼學，都是在這場變革中不得不深思的問題。 

今年特別籌畫本次教育研討會，同時也邀請到教育局專門委員到場致

詞，期能與學界先進們一同為翻轉教育的未來努力。 

研討議題： 

1). 翻轉教育要從基礎教育做起 /主講人：鄭清埄 校長 

2). 翻轉教育的核心精神 /主講人：黃政雄 校長 

3). 賽斯心靈教育的核心理念 /主講人：許添盛 董事長 

4). 可以給學生時間”認識自己”嗎？ /主講人：林加雯 副教授 

5). 自由心智的培養 /主講人：黃政雄 校長 

6). 賽斯心靈教育的未來預見 /主講人：許添盛 董事長 

7). 慢慢來我等你─賽斯魔法學校要做什麼 /主講人：陳嘉珍 教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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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系列活動合作推廣報告(一) 

一、 活動名稱：財團法人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心靈成長列車－改變人生從心

開始”計畫 

二、 活動日期：11/07、11/14(原訂為 3月份舉辦，因疫情關係延至下半年) 

三、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 

四、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教育中心、財團法人新時代賽

斯教育基金會新竹分會 

五、 活動地點：新竹市北區舊社國民小學 

六、 參與對象：教師、家長 

七、 活動目的與內容簡述： 

期盼與不同年齡層的新竹市民—從孩童、社會大眾到年長者，分享身

心靈整體健康的觀念，連結個人內在偉大的心靈力量，進而學會安穩情

緒、紓解壓力。 

在校園裡舉辦 2 場的公益講座全部皆為公益活動，由財團法人晶豪科

技教育基金會全額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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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系列活動合作推廣報告(二) 

一、 活動名稱：109 年度財團法人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學習成長列車－拾光

旅行 現在出發”計畫 

二、 活動日期：01/01-11/13 

三、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 

四、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教育中心、財團法人新時代賽

斯教育基金會新竹分會 

五、 活動地點：新竹巨城 B1 多功能教室、新竹市北區樂齡中心、新竹市香山樂

齡中心 

六、 參與對象：一般民眾、中高齡長者 

七、 活動目的與內容簡述： 

藉由講座結合帶活動，讓參與的人能改變思維和行為，學習正面看待

老年生活，並找到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瞭解到金錢、學問、享樂、

成就不能真正滿足人，唯有身心靈健康、享有真平安，才能擁有健康老化

的晚年生活。 

「中高齡學習成長」講座共 6 場 

 109/1/4(六)王玲如 輔導師<你可以健康快樂活到九十九> 

 109/3/7(六)蔡秀珍 輔導師<不老的身心靈> 

 109/10/6(二)蕭鳳秋 輔導師<靈魂修缮工-談身心疾患的關懷陪伴> 

 109/10/13(二)王威凱 健康指導員<「你」過得好不好？和身體建立親

密關係> 

 109/11/4(三)卓小倩 輔導師<豐盛的第二青春期> 

 109/11/13(五)王威凱 健康指導員<「動」、「不動」有關係？淺談身心

靈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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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蓮賽斯村業務報告： 

2020年『賽斯村』營運報告 

一、 全區環境植栽美化、清潔維護、安全管理及各項系統設備維修保養 

包括供水供電系統、排水系統、公共照明系統、消防設施、電梯、道路、化糞池等，園區

各區塊草皮、花木定期修剪及澆水施肥、植栽、鋤草等，並適時修護園區設備，以維護園

區環境美觀及安全。 

 

 

 

 

 

 

 

 

 

二、 鳳凰山莊營運評鑑： 

縱管處於 109 年 7 月 29 日由縱管處秘書陪同各級長官及委員前來進行「108 年度 OT 案評

鑑」，對於賽斯村活化場域，成為地方上重要景點，提供在地民眾休閒、餐飲、就業等皆有

卓越的貢獻，獲得全體委員一致給予高度的肯定，賽斯村再度得到「營運績效良好」之成

績。 

 

 

 

 

 

 

          

三、一般渡假住宿、餐飲及長住服務 

109年在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嚴重影響全球之際，賽斯村推出住宿優惠方案，吸引民眾前來渡

假，住宿人宿達 4,024人，不但未減少反而比去年增加 713人。整體服務總人數共計 18,305 

人次。(天/人) 

1. 2020 年 1月至 12月入住賽斯村渡假及學習者。(天/人) 

住宿人次 露營人次 訪客服務人次 

4024 145 14136 

合計人次 18305人次 

2. 對於長期居住的學員，每日有安排固定的學習時間及讀書會，由紫涵主任及二級心靈輔

導師協助賽斯村帶領免費的課程，提供長住學員更多的學習機會，一直都有很好的成效。 

員工防災訓練 定期維護山莊硬體 
園區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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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至 12月長期居住者共有 31人，共計 340 人次。(天/人) 

 

 

 

 

 

 

 

 

四、推動賽斯心法 

除了舉辦公益講座，並持續推動許醫師工作坊、療癒靜心營、主題工作坊、感覺基調修練

營等多元課程，提供學員更學習。鑑於賽斯村心靈社區的形成，需要更多具有賽斯心法理

念的人，來投入心靈社區的服務行列，2020年開始培訓第一屆生活輔導師。 

(1) 許醫師工作坊： 

今年度共舉行 10場，至 12月為止參加者共計 758 人次。(天/人) 

 

 

 

 

 

 

(2) 健康之道公益讀書會&免費線上讀書會： 

共舉辦 12場現場健康之道讀書會，結合線上視訊直播共累積參加人次破千人以上，並

舉辦共 48場免費線上讀書會，提供海內外學員同步學習，每場參加人數約 20-30 人。 

 

 

 

 

 

 

 

(3) 療癒靜心營： 

今年度共舉行 11場，至 12月為止參加人次為 374 人次。(天/人) 

                                    

                     

 

 

 

 

 

日常生活學習情形 

鳳
凰
瀑
布
靜
心 



24 

(4) 主題工作坊： 

本年度共舉行 11場，至 12月為止參加人次共計 328人次。(天/人) 

    

 

 

 

 

 

(5) 感覺基調修練營： 

本年度共舉行 3場，累積參加人次為 84人次。(天/人) 

 

 

 

 

 

 

(6) 培養賽斯村心靈社區陪伴志工及生活輔導師，第一屆生活輔導師共計 18人。 

 

 

 

 

 

 

(7) 一級心靈輔導師工作坊： 

本年度共計 2場，累積參加者共計 150人次。(天/人) 

 

 

 

 

 

         玫君老師工作坊                    旻均老師工作坊 

五、招攬企業、團體住宿或舉辦活動 

因應鳳凰山莊「BOT」案營運模式的轉型，期許將賽斯心法的推廣深入各團體、一般渡假民

眾，計畫透過專案規劃行銷，為各團體設計培訓課程，持續招攬企業、其他身心靈團體、

民間旅遊業者來到山莊住宿或舉辦活動，期望增加山莊使用率及營業收入。 

11月 22 日鳳林地區福音喜樂教會租借山莊露營區場地舉辦團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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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每年 12 月國際賽斯日舉辦全球賽斯家族邁向內在快樂之旅，回到心靈的故鄉-賽斯村 

2020年 12月 18-19日舉辦榮譽村民工作坊，12月 19-20日舉辦「2020年國際賽斯日-人生

好好玩大典」，期盼藉由活動，帶領每一個人深入內心，開始認識自己。如果說生命就是一

場遊戲，從出生到現在，在這場遊戲裡，你的人生或在生命的每個角色中，你有沒有覺得很

好玩，你玩得快樂嗎?還是你覺得人生是苦的!你會不會讓自己入戲太深，還是你其實是很害

怕進入各種角色的，那麼，如果生命的過程就是一場遊戲，是一場冒險，是一個體驗,我們

如何創造好玩的人生。透過祈福儀式，感受內在的愛、智慧、慈悲、創造力、喜悅與神通；

感謝天地，感謝一切萬有的愛及護佑這片土地的每一個生靈!讓所有來到賽斯村的人們，都

能健康、喜悅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恩寵。 

 

 

 

 

 
 

七、「鳳凰山莊 BOT案」進度： 

自2019年12月「初審會前會」， 2020年1月進入正式「初審」，至今已完成「BOT案議約」，2021

年1月16日前提送執行計畫書，2021年1月18日簽約，惟另擇日舉行簽約儀式。取得後開始逐

年興建「鳳凰山莊 BOT 案」中規劃的小木屋，建構賽斯村為「國際身心靈生活成長園區」，

落實「賽斯心靈社區」的概念。目前已委託半畝塘環境規劃公司做整體規劃，其規劃設計上

將以創造鳳凰山莊園區為花蓮觀光旅遊度假的指標，並以馬雅文化概念象徵的天梯做為遊客

中心及千人活動廣場的特色，成為花蓮景點的亮點。未來將秉持賽斯身心靈教育推廣之理

念，吸引更多海內外人士來此體驗身心靈成長養生放鬆之旅。 

規劃草圖尚未與許醫師確認，目前進度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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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斯村近期計畫及未來展望 

一、 加強賽斯村網站建構的完整性並向中華電信申請加強網路訊號設備： 

1. 網站建構的完整性可達到行銷推廣提升賽斯村的知名度的目的，以招攬

企業、團體住宿或舉辦活動為目標。 

2. 賽斯村 4G 通訊訊號不佳，嚴重影響遊客前來意願，將與中華電信持續溝

通，請求協助設立光纖網路。 

 

二、 生活輔導師培訓計畫： 

增加生活輔導師進駐賽斯村，希望對長住生活有更周全的照護計畫，設計更

豐富的課程內涵，期能吸引更多人來到賽斯村學習、成長，以達成每天一百

到二百人長住的目標，朝向「賽斯心靈社區」發展。 

 

三、 2021 年將擬訂計劃，落實「賽斯天堂」用地變更為殯葬設施用地。 

 

四、 2021 年落實「賽斯學院」全區整體規劃： 

1.啟動「賽斯講堂第二工程」建設。 

2.學院區旁新購置 2.1 公頃土地，合併原賽斯學院土地共有五公頃，將做園

區景觀整體規劃。 

 

五、 因應癌友長住生活照護計畫，預計在「心靈社區」完成建設後，將開始推動

「賽斯養護中心」： 

計畫從出生-學習(賽斯學院)→退休生活(第二青春館)→照護、臨終關懷(養

護中心)→臨終安置(賽斯天堂)，完成身心靈全人的關懷與照護。 

賽斯學院全區路線圖-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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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斯學院建設』興建進度與募款現況 

一、 建設現況 

「賽斯講堂」，規劃一樓(150 坪)可容納 300-400 人的大講堂及辦公區、心靈

對話空間。二樓:內在的神聖空間(50 坪金字塔)、心靈圖書館(50 坪)，大教室(50

坪)，未來希望能提供更多更寬廣的學習空間，幫助更多人成長與療癒。 

第二期工程(包含：50 坪賽斯講堂、50 坪內在的神聖空間-金字塔、50 坪大教

室、辦公區、心靈對話空間、男女公共衛浴)。考量施工的合法性，目前以「農業

設施」向縣政府提出申請，2021/01/06 追蹤案件，縣府農業處已送至環保局會辦。 

第二期工程預估建設經費$15,000,000 元，已募得建設經費$15,629,069 元。 

 

 

 

        

 

 

 

二、 募款現況 

許可字號 募款期間 募得金額 

衛部救字第 1051362869號函 自 105年 08月 23日至 106 年 07月 31日 $895,903 

衛部救字第 1061363094號函 自 106年 08月 11日至 107 年 07月 31日 $2,555,427 

衛部救字第 1071362890號函  自 107年 08月 01日至 108 年 07月 31日 $1,245,881 

衛部救字第 1081368452號函 自 108年 08月 01日至 109 年 07月 31日 $931,858 

勸募案以外之募款所得  $10,000,000 

合計 $15,62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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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斯農場』營運現況 

賽斯農場是以最友善土地的自然農法，不斷嘗試各種蔬果耕種，希望透過自給自足，

回歸自然的生活，讓所有參與體驗者，了解生存是簡單且容易的，進而能建立內在的安

全感。生產狀況已達成的目標： 

1. 在栽種蔬果部分，可提供賽斯家族生活體驗及長期居住人員日常餐飲所需。今年

種植有南瓜、玉米、各類蔬菜、香蕉、酪梨、百香果、各種香草。 

2. 香草園區多元化經營，種植的香草能透過蒸餾提煉出精油及純露或作成香草茶，

作為高經濟價值的產品，也利於保存及運送，除了書籍外，香草純露、農產加工

品已成為商品部的主要收入來源。 

3. 結合農場體驗，以自然、親子、課程等多元化的面向為設計，使賽斯農場有更精

彩豐富的發展方向。 

 

 

 

 

 

 

      檸檬香茅               七層塔            香草純露             香草茶          香蕉冰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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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斯天堂』計畫案推動現況 

一、 緣起： 

賽斯基金會董事長許添盛醫師推廣賽斯心法三十餘年，目睹無數臨終病人與家屬在面對死

亡時的惶惑不安與迷惑，尤其在華人普遍避談死亡之態度下，產生各種忌諱與迷思，導致

宗教幾乎掌握了面臨死亡與處裡方式的詮釋權。這不僅剝奪個人生命臨終之時的自主安

排，也涉及個人生命價值與意義的取向。所以，許醫師成立賽斯天堂，強調臨終時刻不該

只是處裡死亡的問題，更應該涉及對整體生命意義的觀點，包括：輪迴轉世的經驗安排、

死後世界的繼續學習、以及此生之死亡對全我的意義等等，都該考慮在內。 

二、 宗旨： 

推廣賽斯生命哲學觀，打破社會習俗對死亡的謬思，免除眾人對死亡的恐懼。改變繁瑣的

喪葬儀式。賽斯心法引導眾生知曉，沒有真正的死亡，因為生命是一個變為的狀態，死亡

只是變為的一部分，而靈魂已知死亡的時間，並早已準備下一世的生命。沒有懲罰的地獄，

沒有永世的黑暗，並且死後會有熟知的親友和指導老師來帶領。靈魂永生，死亡只是肉體

結束，人並不會真正消失。 

三、 願景： 

1.規劃一套以賽斯心法為核心的送終儀式，並協助家屬面對親人臨終與死後的調適。 

2.承辦鳳林鎮公所樹葬申請業務。 

3.規劃賽斯天堂園區，在優美的大自然環境中，有追思堂，進行對往生者最後的祝禱。 

4.每個往生者的靈魂就像天上的一顆星，設計在整個園區的每個角落，點亮如銀河般的星

光，象徵著靈魂永生。打造一個令逝者尊榮、安詳，生者寧靜、安心的戶外空間。 

5.每年固定時間，由賽斯村在此舉行追念活動，連結生者與亡者。家屬亦可隨時到此追念，

也可以參加賽斯村統一追思的祭典。 

四、 追思堂告別儀式：(流程簡略) 

五、 2019年 4月 30日起，鳳林鎮公所樹葬區已交由本基金會認養。 

目前由賽斯村協助往生的賽斯家族申請樹葬流程及執行樹葬當天的儀式。 

六、 賽斯天堂用地將擬訂計劃變更為殯葬設施用地，建設『賽斯生命教育紀念館』，目前委託

「半畝塘環境規劃公司」為賽斯天堂園區做整體規劃，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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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賽斯網路電視台推廣業務 

一、 2020 年共申請 38 家有線電視公益頻道，一年無限次數播放。 

二、 MOD 華藝影劇台於 102 年 6 月起每月四次，至今已播出 386 輯許醫師身心靈

公益講座與自製節目-健康心知識。 

三、 華藝台灣台於 107 年 7 月起每月四次，至今已播出 122 輯許醫師身心靈公益

講座與自製節目-健康心知識。 

四、 直播與錄製影片 

 公益講座 讀書會 節目 

直播/錄製 93 場 119 場 阿盛之聲 64 集、健康心知識 15場、 

大夢想家 1 場、許醫師生活 36計 1 場 

五、 主要推廣平台-點閱狀況分析 
 

 

 

 

■ 網路平台-YouTuBe 點閱狀況分析 2020/1-2020/12 

 

 

 

 

 

 

 

 

 

 

 

■ 網路平台-FB 點閱狀況分析 2020/1-2020/12 

 

 

主要推廣平台 YouTuBe 

影片數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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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外推廣業務(推廣對象與推廣方式) 

一、 香港： 

(1) 3 月、8月、11月許醫師為香港身心靈發展協會舉辦線上工作坊。 

(2) 10 月嚴照恩主任也為香港身心靈發展協會舉辦線上工作坊。 

二、 新加坡： 

(1) 8 月份許醫師為新加坡舉行線上公益講座及工作坊。 

(2) 9 月至 11月，由馬心怡營運長、郭崇芳主任、湛敏伶主任、蔡寶儀輔導師擔任講師，

為新加坡的學員舉辦線上心靈輔導員培訓初階自我探索課程。 

三、 德國：每週二晚上，台灣時間 19:00 進行，《一日一修練》讀書會，由徐永藏老師帶領。 

四、 澳洲：墨爾本王瀅佳從 2016年 2月開始，每週二次的讀書會穩定進行中。 

五、 美加：美加地區各地已成立之讀書會穩定進行中，並持續與主辦人透過 E-mail 聯繫。 

六、 歐洲：陳默於 2020/07/20於比利時成立賽斯基金會歐洲分會。 

七、 馬來西亞： 

2020 年 8 月-2021 年 1 月，由馬心怡營運長、郭崇芳主任、湛敏伶主任、嚴照恩主任、

羅那主任擔任講師，為馬來西亞賽斯教育基金會(Seth Education Berhad)舉辦線上初接

種子培訓課及工作坊。 

八、 中國大陸： 

(1) 許醫師於大陸推廣賽斯心法至今年已屆十二週年。今年度因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無

法前往，但仍每月為深圳麥田心靈舉辦線上主題工作坊，助人者團體督導及個案教

學。 

(2) 8 月-11月，由莊淑華、蔡明期輔導師為梅州賽斯家族舉辦線上賽斯內在動力實修初

階自我探索課程。 

九、 泰國：曼谷黃素華每周帶領兩次讀書會，穩定進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