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天民會章程 

 
泰國曼谷 

第一章 關於國際天民會：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國際天民會。英文譯名：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ly People。英文縮
寫：I.A.H.P. 簡稱國際天民會。 
 
第二條 會員組成與會籍：本會是以全球年滿 18 周歲的任何國籍、任何民族、任何信仰、任何
身份、崇尚真誠、關愛、慈善、團結、互助、民主、自由、平等的人士所組成，具有國際大團
結、大友愛、大結盟的特點的國際性獨立社團組織。入會後，其會籍原則上系永久性質。 
 
第三條 本會的宗旨是：致力於弘揚佛教文化、維護世界和平、保障民生權益、救助各國難民、
倡導敬老愛幼、推廣慈善事業。 
 
第四條 本會最高行政主管部門為國際天民會董事局，登記注冊為泰王國政府相關管理機關。 
 
第五條 本會總部會址設於泰王國首都曼谷市，本會將據發展狀況陸續在其他國家設立國家級分
會。 
 
第六條 國際天民會性質：國際天民會是國際性的、無疆界的、非傀儡性質的、為國際社會大眾、
貧困民眾、難民服務的獨立國際慈善社團組織。 
 
第二章 本會主要工作任務：（業務範圍）  
 
（一）引領世界各國民眾追求各自的信仰，敬老愛幼、團結互助，愛好和平，積善成德； 
（二）弘揚佛教文化，規劃和推廣建設大乘佛教寺廟，便民參拜和追掉，實現佛教殯葬； 
（三）提供免費救護、規劃和設立城市慈善救護車隊、巡邏和電招服務，實現惠民救助； 
（四）規劃和建立救濟貧困民眾、救助各類難民及其家屬機制、幫助失業人士創業機制； 
（五）倡議注重和保護宗教信仰、尊重各民族的民意，加強信仰和民族研究，捍衛自由； 
（六）參與國際社會的各類公益性慈善活動，以幫助受災受困民眾為主，重振生活信心； 
（七）開展與世界各國華裔華僑和不同國籍人士的民族文化交流，加強溝通，結盟合作； 
（八）拓展與世界各國佛教界的交往，傳播小乘佛教的文化精髓，促進大乘佛教的發展； 
（九）優先支持會員的經營和項目、提供創業資本機會並協助將產品推向國際國內市場； 
（十）加強與促進會員之間大團結、大友愛，並協助全體會員進一步提升綜合道德素質。 
 
 
 
 
 
 
 



第三章 組織機構及領袖任免 
 

國際天民會 （泰國曼谷總部） 

董事局  （董事局代表大會） 
監察部 （法務、監督機構） 

理事會 （理事會議） 
咨詢委員會 （顧問、律師） 
會長 （會長會議） 

                       民政部                         財政部   外交部  發展部      商務部      福利部     組織部 
佛寺管理處   救護管理處  民生管理處                                           設立公司經營   
 
國際天民會各國分會及其下屬分支機構的設立、領袖任免等規章由各國分會領袖據當地國情設
立並報備國際天民會總部曼谷董事局批准後方可開展工作；包括統一對外的國際組織形像等。 
 
第七條 國際天民會董事局代表大會的職權： 
（一）制定、完善和修改本會章程； 
（二）選舉和禮聘理事，組成理事會； 
（三）選舉常務理事，組成常務理事會； 
（四）選舉會長、副會長，禮請名譽會長； 
（五）授權理事會必要時增補常務理事； 
（六）審議理事會工作報告和其它相關報告； 
（七）討論和決定本會的重要工作事項； 
（八）決定董事、理事、顧問等人事任免； 
（九）決定其它與本會相關的重大事宜； 
（十）審議各國分會的申請和批准，發起人和領袖核准備案。 
 
第八條 董事局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和人選，由董事局授權會長會議研究決定。代表人選由已經
成立的各國分會提名委派，報本會總部審核備案確定。 
 
第九條 董事局代表大會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方能召開，其決議須經到會代表半數以上
表決通過方能生效。 
 
第十條 董事局代表大會每五年召開一次。因特殊情況需提前或延期召開的，須由理事會表決通
過。 
 
第十一條 理事會的職權： 
 
（一）貫徹實施本會章程和本會董事局代表大會通過的各項決議和決定； 
（二）根據董事局代表提名推舉咨詢委員會委員、副主席、主席、副主任、主任； 
（三）根據會長提名決定秘書長；根據秘書長提名決定副秘書長； 
（四）根據會長會議提議，增補常務理事，任免理事、常務理事、會長、副會長； 
（五）授權會長會議在必要時任免秘書長、副秘書長，任免專門委員會主任、副主任。 



（六）本會董事局代表會議賦予的其它職權。 
 
第十二條 理事會會議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開，其決議須經到會理事三分之二以上
表決通過方能生效。 
 
第十三條 理事會每屆任期五年，理事可連選連任。理事會會議每二年舉行一次，必要時可提前
或延期舉行，情況特殊時也可采用各種通訊形式進行。 
 
第十四條 常務理事會的職權： 
 
（一）執行理事會的決議和決定； 
（二）審議年度工作總結和計劃； 
（三）審議年度財務結算和預算報告；（董事局、監察部、民政部、財政部、外交部、發展部、
商務部、福利部、組織部） 
（四）本會理事會賦予的其它職權。 
 
第十五條 常務理事會會議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常務理事出席方能召開，其決議須經到會常務理事
三分之二以上表決通過方能生效。 
 
第十六條 常務理事會每屆任期五年，常務理事可連選連任。常務理事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必
要時可提前或延期舉行，情況特殊時也可采用通訊形式進行。 
 
第十七條 會長每屆任期五年，可連選連任一屆。因特殊情況需延長任期的，須經本會董事局代
表會議到會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決通過，報董事局批准後方可延長任期。 
 
第十八條 會長為本會法定代表人。本會法定代表人不得兼任其它社會團體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九條 會長行使下列職權： 
 
（一）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會務； 
（二）召集和主持理事會會議、常務理事會會議、會長會議、會長辦公會議、咨詢委員會主任
聯席會議及其他有關會議，討論決定重要會務：必要時，可委托副會長主持上述會議； 
（三）督促和檢查董事局代表會議、理事會、常務理事會決議的落實情況； 
（四）代表本會簽署有關文件； 
（五）理事會和常務理事會賦予的其它職權。 
 
第二十條 副會長每屆任期五年，可連選連任。副會長協助會長執行會務。 
 
第二十一條 會長會議原則上每六個月舉行一次。 
 
第二十二條 會長辦公會議根據工作需要不定期舉行。 
 



第二十三條 各咨詢委員會主任聯席會議原則上每六個月舉行—次。 
 
第二十四條 秘書長每屆任期五年。秘書長在會長和副會長的領導下，負責處理本會的日常會務。 
 
第二十五條 本會理事會設置咨詢委員會。咨詢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委員由理事會推舉產生。
咨詢委員會任期與本屆理事會相同。 
 
第二十六條 咨詢委員會支持和輔佐理事會的工作，參議會務，提出建議和意見。 
 
第二十七條 本會理事會設佛教工作委員會、佛教教育委員會、慈善公益委員會、人權權益保護
委員會、海外交流委員會、文化藝術委員會等專門委員會，各專門委員會的職責由會長會議制
定。 
 
第二十八條 各咨詢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委員由理事會從理事中推舉產生。 
 
第二十九條 本會根據會務工作需要，由理事會聘請特邀顧問。 
 
第三十條   本會根據會務工作需要，設置若干工作部門，分別承辦有關工作事項。 
 
第三十一條 本會將事業發展的需要，在世界各國設置文化、教育、慈善、經營服務等企事業機
構。 
 
第四章 資產管理及使用原則 
 
第三十二條 本會的經費來源： 
（一）各國政府資助； 
（二）相關機構捐贈； 
（三）社會或個人捐贈； 
（四）會員會費收入； 
（五）各項自營和利息收入； 
（六）旗下企業經營收入及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三條 本會建立嚴格的財務管理制度以保證會計資料合法、真實、准確、完整。 
 
第三十四條 本會配備具有合格專業資質的會計人員。會計不得兼任出納。會計人員必須進行會
計核算，實行會計監督。會計人員調動工作或離職時，必須嚴格按照本會董事局的有關規定辦
清交接手續。 
 
第三十五條 本會的資產管理執行本會董事會規定的財務管理制度，每年向常務理事會報告財務
收支情況，並接受理事會和監察部的共同監督。 
 
第三十六條 本會換屆或更換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須接受監察部的財務審計。 
 



第三十七條 本會的所有資產，任何單位、任何個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第三十八條 本會專職人員的工資和保險等福利待遇，參照本會董事局的有關規定執行。 
 
第五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三十九條 本會章程的修改，須經本會董事局代表會議表決通過後方可執行。 
 
第六章 終止程序及終止後的財產處理 
 
第四十一條  本會完成宗旨或因其他原因需要注銷時，由理事會提出終止動議。 
 
第四十二條  本會終止動議須經本會董事局代表會議表決通過並報泰國政府相關機構撤銷。 
 
第四十三條  本會終止前，須在本會董事局指導下成立清算組織，清理債權債務，處理善後事
宜。 
 
第四十四條 本會經泰國政府相關機構批准、辦理注銷手續後即為終止。 
 
第四十五條 本會終止後的剩余資產，在本會董事局的監督下，捐贈與本會宗旨相關的國際機
構。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六條 本章程經 2011 年 8 月 8 日本會董事局發起人全體表決通過。 
 
第四十七條  本會的決議和決定，各國國際天民會分會均有遵守與履行的義務。 
 
第四十八條  本章程的最終解釋權歸屬本會董事局。 
 
第四十九條  本章程自泰國政府相關機構批准核准之日起生效。 
 
第八章 會員申請條件 
 
第五十條    基本條件：自願申請入會，認可本會章程及各項條款，願意終身追隨國際天民會發
展國際慈善事業。 
 
第五十一條  原則條件：熱愛本會，遵守章程，具備崇高的愛心，以國際天民會會員為人生的
崇高榮耀，自願申請入會，積極推廣本會，發展志同道合的會員，積極參與國際天民會的各項
公益活動。 
 
第九章 會員會籍、關系和獎懲 



 
第五十二條  會員申請並一旦批准入會，均頒發具有崇高國際地位的“會員證”；(會員護照需要另
外申請)其會籍按照本章程定義是永久性的，除非該會員自願書面提出退出會籍、或違反第五十
三條、或不履行第五十四條會員義務的、或因故自然退出會籍。 
 
第五十三條  任何國籍的國際天民會會員均視同親兄弟姐妹關系，不得互相欺詐和欺凌，否則，
經調查屬實後開除會籍並予以公告。 
 
第五十四條  會員連續 2 年沒有履行繳納會費義務的，則自動退出本會會籍，其會籍和福利自
動注銷。 
 
第五十五條  就會員對本會作出各種有益貢獻的，包括提出書面有建設性意見或經營思路被本
會董事局采納的，將由本會董事局予以現金或物質獎勵。   
 
第十章 會員的基本權益 
 
第五十六條  會員享有本會以下基本權益: 
 
01、享有自由選擇申請加入國際天民會及任何國家分會的權益； 
02、享有選舉、被選舉、推薦、被推薦、自薦擔當領導的權益； 
03、享有會員所在國制定的關於會員申請貧困援助的各項權益； 
04、享有因各種原因成為被迫害者或難民時由組織營救的權益； 
05、享有可發展的項目向組織申請創業資金進行自主創業權益；  
06、享有作為會員家屬在無經濟來源時向組織申請救濟金權益； 
07、享有天民會董事局制定的各項會員福利和投資機會的權益；  
08、享有建議捐贈、捐助、幫助並指定受益人為援助對像權益； 
09、享有免費、免試、保薦入讀泰國各類國際大學的留學權益； 
10、享有入會一年後天民俱樂部一年一度免費泰國五日游權益； 
11、享有作出特殊貢獻、年滿五十歲免費辦理泰國定居的權益； 
12、享有泰國善果園的投資權益和總會章程所賦予的一切權益。 
 
第十一章 各國分會加盟與管理 
 
第五十七條 各國分會加盟 
泰國國際天民會曼谷總部歡迎世界各國符合以下基本條件的高品位有志之士申請加盟設立國際
天民會各國分會： 
 
一、加盟基本條件： 
1、具備當地國家廣泛的政、軍、商和其它組織等關系； 
2、具備 7 人以上的發起人團隊並認同國際天民會章程； 
3、發起人經向國際天民會總部申請並獲得認同和批復。 
二、加盟創辦要求： 



1、具有創辦國際組織的基本財力、人才、各項經費並簽訂加盟合約； 
2、具有獨立寬敞、交通方便的辦公地點和完善的各項通訊交通設備； 
3、具有向國際天民會總部繳納一次性行政管理費和相應規費的能力；  
4、具備法定申請成立條件國度的創辦人應向當地政府申請合法注冊； 
5、暫不具備法定成立條件國度的創辦人、將由總部直接頒證與授權。 
第五十八條 分會冠名與組織形像 
一、分會冠名標准： 
1、國際天民會是本會國際組織和下屬各國分會對外標准的統一總稱； 
2、泰國國際天民會是國際天民會的總部機構； 
3、國際天民會各國分會冠名標准均以“國別+國際天民會”冠名；如：新加坡國際天民會。 
二、分會組織形像： 
1、國際天民會組織徽標以泰國國際天民會徽標為統一標記，分會組織招牌以中文的“國際天民
會”+組織英文名稱+國別地點為標准並參考相關尺寸自行制作； 
2、除了會員證、護照將由國際天民會總部統一設計、印制和頒發外，各國分會自用的委任狀、
信箋、信紙、名片、公章等尺寸、顏色、設計、印制、頒發、使用等，請參照國際天民會總部
樣板。 
3、國際天民會分會的公章分為鋼印、原子印二種；具體尺寸可參考國際天民會總部印章，設
計完成後需報總部申請備案，經總部書面認可批復後方可使用。 
 
第五十九條 各國分會的權限 
 
獲得國際天民會總部批准成立的各國分會，將享有以下自主管理權益： 
1、除各國分會董事局成員外，享有機構增加、人事關系、財務收支相對獨立； 
2、除國際天民會章程不變外，各國分會董事局可增加會員的基本權益和福利； 
3、除統一的會費收費標准外，可設立其他與贊助捐贈等項目相關的規費標准； 
4、除總部設立的捐贈項目外，可自行組織和開展與慈善捐贈贊助等相關活動； 
5、可根據各國、各省市、地區綜合情況設立下屬多個分支機構來推廣和發展； 
6、可自行聘請和聘用重要的組織外各界人士和各類社會專才充實分會的智囊。 
 
第六十條 各國分會的義務 
 
1、各國分會包括下屬機構董事局成員的行政管理和任命權屬於國際天民會總部董事局； 
2、各國分會董事局及其下屬機構任職成員及名單，包括在職或離開均需及時報備總部； 
3、各國分會的各項財務收支報表及會費收入，以會計年度分年中和年末及時報備總部； 
4、各國分會的董事局為各國分會的最高管理機構，其下屬機構的行政管理權歸董事局； 
5、各國分會董事局應無條件積極配合、響應支持國際天民會總部組織的各項計劃活動。 
 
國際天民會 
董事局暨發起人代表：張頌坤先生（泰國籍）、歐陽振東先生（中國籍）、梁德賢先生（香港籍） 
2011 年 8 月 8 日泰國曼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