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經費

阿南達瑪迦推廣總會

所有預算：

雪莉 ‧ 雪莉 ‧ 阿南達慕提—巴巴的誕生地

Ánanda Sambhuti 生態村

第一階段 –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2 月
• 購買約 130 英畝土地。
約需 7,800 萬台幣（約 260 萬美元）。1 英畝地
約 2 萬美元，包括土地登記費和雜支費。
* 土地面積的大小可能有所增減，將依實際測量為準。

第二階段
我們將進行佳滿坡全球模範計畫的主要計畫
（Master Plan）和時程規劃。希望 2018 年年底前
可以完成建築物和工程興建經費概算。

佳滿坡全球模範計畫
將用來建設生態村的土地

2018 年 8 月

捐款方式
台灣
1 －郵政劃撥

帳號：31052040
戶名：財團法人阿南達瑪迦公益基金會
請註明－佳滿坡全球模範計畫 (GMPJ)

2 －信用卡捐款，請上網：

財務現況

am.org.tw/?q=donate

印度佳滿坡
銀行 (Bank): Union Bank of India
分行 (Branch No.): 695202010005987
帳戶代碼 (Account No.): (SB GENERAL)
戶名 (Beneficiary’s Name):
M/S ÁNANDA MÁRGA PRACARAKA SAMGHA
MICR Code: 811026203
銀行代碼 (IFSC Code): UBIN0569526
請註明－ "Jamalpur Global Model Project"

從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8 月期間，我們收到來
自臺灣、俄羅斯、中國和阿根廷的善心捐款，約新台
幣 420 萬元（約 140,000 美元）。我們也獲得香港
區一些瑪琪允諾在未來六個月內將會捐款 6 百萬元
（約 200,000 美元）。
我們正尋求更多支持「Ánanda Sambhuti 生態村 –
佳滿坡全球模範計畫」的捐款人。在此呼籲每個人，
這個計畫需要龐大的土地購置費用和建設經費。您
的涓滴善心和任何支持都非常歡迎，都將有助於整
個計畫的實現。您可以捐助新台幣 6 萬至 6 百萬元，
購買 0.01 英畝至 1 英畝地，或捐助更多費用。感謝
您的任何善款，每一分愛心都深具意義。
請至計畫網頁和臉書，您將對這個計畫有更多瞭解。
Website: jamalpur.amps.org
Facebook: @amjamalpurproject

連絡我們
若您想要對計畫有更多的了解，請您與我們聯繫。
阿南達瑪迦公益基金會

Tele: +886 02-29333035/36/24, FB: @amjamalpurproject
Email: babainjamalpur@gmail.com, Website: jamalpur.amps.org
地址：台北市汀州路四段 99-1 號
香港區，台灣台北瑜伽屋

Dada Shubhaniryasananda | 廖靖玉（Sisiter Janakii）
Email : sshk09@gmail.com | tzyy26@yahoo.cpm.tw
Line: dadashubha
| tzyy26
Mobile and Whats app:
| +886 972883309
+886 975005526
Tel: +886 2 23910910, +886 2 89321537
FB: Dada Shubhaniryasánanda
印度

將用來建設生態村的土地

SS Delhi, Dada kalyanmitrananda
Email : kalyanmitrananda@gmail.com
Mobile and Whats app : +91 7076369807

將用來建設生態村的土地

「這個在 1955 年於一個小鎮誕生的小組織—你或可稱
它為『佳滿坡組織』，因為在那些日子裡它僅侷限在
佳滿坡鎮—如今，由於你們的努力，已成為強大的國
際組織。」
“ 佳滿坡組織 ”
巴巴於帕特那 , 1979 年 1 月 3 日

呼籲
這是對巴巴的使命所獻上的偉大服務！我們需要您的幫助，
讓我們在巴巴的恩典下，共同努力實現這個計畫。

巴巴 –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
的誕生地： 佳滿坡

建設生態村的土地

我們想要建設：

Ánanda Sambhuti 生態村
佳滿坡全球模範計畫

佳滿坡是印度比哈省北境一個很小的城鎮，1862 年英
國殖民時期，在此設立印度最大的鐵路機械廠房（巴
巴曾任職於此）。佳滿坡有著極為靈性的歷史，許多
瑜伽行者、智者、聖哲、密宗靈修者曾到此，做了許
多勇者無懼的靜坐鍛鍊，並了悟至上真理。這些靈性
能量仍存在這裡，這些資源尚未被開發和利用。靈性
能量是一種最有力量的能量型態，這種極具價值的能
量，能用來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所以我們希望在
此建設一處聖地，如此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可以來此，
體悟人類生命更深層的面向。
尤其是解救眾生的至上本體、大化現、大宗師、完美
上師，以雪莉 ‧ 雪莉 ‧ 阿南達慕提之名與形體來到地球，
祂的弟子們深情地稱呼祂為巴巴。祂在佳滿坡的誕生
使得這裡變得非常特殊。祂是阿南達瑪迦的創始人 –
一個兼具泛宇使命、在各個面向影響人類社會的國際
組織。祂重整整個靜坐系統並賦予新的活力，祂與許
多靈修者和光體面晤，引導他們走向究竟解脫。祂在
佳滿坡居住多年，對許多靈修者揭露眾多密宗奧秘，
談論未來人類和人類文明的嶄新觀念。所以這個地方
擁有地球上最大的靈性資產。巴巴曾說：「到這裡任
何一個靈修地點，坐下來靜坐並發現你自己注滿能量，
你將沈浸在寧靜和靈性的震顫中。」
老虎墳

3.3

KM

佳滿坡火車站

將用來建設生態村的土地

佳滿坡地圖
當今世界擁有相當進步的科學技術和非凡的心靈成就，
但卻遇到道德和靈性危機，也因此人們遭受痛苦。我
們需要健康和被激勵的人們 – 這些人不是從天而降，
他們能夠引導整個社會從黑暗走向光明。我們能夠為
此著力，藉由創造一個適當的環境，為世界做偉大的
服務。這將會是初設的靈性研究實驗室，提供今日人
類最需要的資源 – 靈性能量。所以讓我們一起運用這
個最有價值的地方 – 經由靈性上師和自遠古以來許多
瑜伽行者加持的地方。
如果巴巴帶著一個偉大的使命來到這個世上，而這個
使命又從佳滿坡開始，那麼為何祂的使命在佳滿坡卻
少有發展？難道佳滿坡不該成為一個啟發全世界瑪琪，
以此為典範，並且在自己的地方為建立巴巴的理念而
努力。現在正是時候，我懇求所有瑪琪和朋友們能夠
感受到需要儘快進行「Ánanda Sambhuti 生態村 – 佳
滿坡全球模範計畫」的急迫性。
Project Director,

Ác. Shubhaniryasánanda Avt.
SS Hong Kong Sector

羅望子樹
卡莉女神廟

巴巴誕生地

將建設為 Ánanda Sambhuti 生態村 – 佳滿坡全球模範計畫的土地

在這個計畫中我們想要為當地社群和全世界做社會和
靈性層面的服務，例如：可以容納一萬人以上的靈性
大法會 (DMS) 會議中心，提供瑪琪和工作者的住宿
設施，大型的靜坐大廳，巴巴行館 – 收藏著巴巴的珍
貴資產，從一年級至高中的學校並提供寄宿和兒童之
家，微生元中心，瑜伽與自然療法中心，RAWA 文
化中心（靈性頌舞的場所），植物園（樹木花卉植物
中心），王者之王瑜伽學院。以及婦女福利部門用來
推動各式各樣計畫的辦公室和住宿設施，它將座落在
佳滿坡鎮上的其他地點。
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 2021 年在 Ánanda Sambhuti 生
態村舉辦巴巴 100 歲生日慶典。所以這個階段我們需
購置新的土地，即使您奉獻一吋土地，您的服務都將
幫助成千上萬的人們。靈性以如此多樣、不可預期的
方式展現祂自身。當人們在此靜坐，他們將獲得許多
的激勵和鼓舞，為社會從事有益的事。靈性力量是一
種無形的能量，它能帶來激勵和鼓舞。它將自身以無
限的方式展現，這將服務人類並使人類社會洋溢著喜
悅。您的幫助將是我們這個全球家庭偉大改變的一部
份。
這塊新的土地周圍被山丘所環繞，擁有純淨的環境 –
乾淨的水、空氣、土壤，讓人感到十分地平靜。它位
在佳滿坡火車站東南方約 3.3 公里處，這塊土地被稱
為 Amjhar。您可以從佳滿坡火車站沿著 Amjhar 路
開車約 15 分鐘抵達這裡。

註： 「Ánanda Sambhuti」 意指「喜悅大現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