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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7 年 1 1 月 份 天 惠 點 傳 師 班 資 料 
107/11/11 

一、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自己誇功,與人爭功,	 或是身子雖做	

,內心不滿,	 那叫做勞而無功。	

	 (摘錄自老點傳師筆記、嘉言)	

	

二、 道務報告： 
1. 107 年 10 月份【瑞周道務領導點傳師會議】、107 年 11 月份【瑞周道務展望會議】

記錄,如附檔案,摘要報告:	

(1) 第二次青年大會師日期：108 年 7/28 日，6/1 及 6/23 日二次彩排，經全體領導點

傳師同意，地點：汐止彌勒山。	

(2) 青年召集令日期：109 年 1/5 日辦理，108 年 12/28 日彩排	

(3) 108 年在全真道院辦理清口法會三場次	

ü 2/24 日(日)由瑞周全真負責廚務。	

ü 2/28 日(四)由瑞周天曉負責廚務，交通及服務由瑞周全真負責。	

ü 3/2 日(六)由瑞周天惠負責廚務，交通及服務由瑞周全真負責。	

(4) 109 年辦理周前人成道 15 週年追思會，經全體領導點傳師同意。	

(5) 108 年紅包袋每個 16 元，請各單位統計數量並將金額繳交至道務中心。	

(6) 陳前人成道後為嘉惠更多道親，將成立基礎忠恕醫療協會，由張志誠醫師主導，

期盼更多醫護專業人員加入共同推動。	

(7) 108 年瑞周考生叩求訂於 1/5(六)下午 14：00~18：00 在台北天惠堂舉行，107 年

12/25 日報名截止，請鼓勵考生報名。	

(8) 瑞周青年大會師第二次籌備會議訂於 12/1 日(星期六)下午 2~5 時在台北天惠堂舉

行，各單位請至少一位點傳師參加以了解情形、協助推動。	

(9) 108 年瑞周清口當愿精進法會日期及地點已確定，法會專題如下：	

ü 人道圓滿達天道。	

ü 佛心愿力渡眾生。	

ü 修道是本份辦道是使命。	

ü 請各單位擔任授課點傳師於 12/3 日(星期一)上午 10：30 分至萬里德光佛堂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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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研習，形成共識。	

ü 主班(由較資深負責)	

ü 籌備:各單位道務負責點傳師(江永德、王正榮、黃成德、趙惟坤、黃金忠)	

2. 108 瑞周地方班課表-1071104-修訂:	

(1) 如附：公告週知	

3. 關於:明年年初五，輪由天惠負責忠恕之拜年祈福活動:	

(1) 大型活動，須投入許多人力，以圓滿推動道務中心交辦之重要道務	

(2) 10/20	 上午 10 時先進行現場勘察,另於 11/3 召集第二次大型籌備會議	

(3) 會議記錄如附:	

(4) 重點摘要如下:	

三、新春團拜祈福活動( 8 樓國際會議廳) 

1.	 祈福報到時間:08:00–08:30	 依單位報到,ㄧ位代表至8	 樓國際會議廳報到。	

	 08:30	 前8	 樓國際會議廳就位完畢,共同參駕。	

2.	8	 樓大禮堂內外引導、報到、與8	 樓後台由瑞周天惠忠德單位負責。	

3.	 當天新春團拜祈福活動:7-8	 樓連線播放新春團拜祈福節目,祈福前8	 樓國際會

議廳連續撥放老前人&袁前人德澤影片	

4.	12	 位服務學長配合12	 位點傳師發放新春紅包	

5.	 佈置:8	 樓國際會議廳由瑞周天惠負責	

四、中堂、祖師殿 

1.	 中堂淨手服務學長:	 乾、坤各五位服務學長。	

2.	 中堂祈福:請瑞周天惠羅領導點傳師代表請壇。	

3.	 祈福活動:暫定四梯次(	 供燈、祈福卡)=動線﹏8	 樓國際會議廳→9	 樓廣場→祖

師殿	

	 供燈→中堂祈福→【返】→中堂→祖師殿→走內梯至8	 樓國際會議廳。	

五、請款:抬頭:基礎忠恕道院,統編:99756458(找廖兄)。	

3預定1/26早上9:30忠恕彩排 

:請忠孝仁三單位 : 各區安排10位 

:愛德 : 各區安排15參加。 

4請大家道務繁忙中共體時艱〜共同操辦中需要大家的用心與默契；請儘量排

除萬難務必出席會議，感恩	

下次會議:107 年12 月01 日,上午09:30 天惠堂 

4. 新舊任道務助理 2 位於 12 月 9 日點傳師班分享。	

(1) 主題:新舊任道務助理交接前交接後的配合運作方式，以达道務運作順利無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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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分享時間 25 分鐘	

(2) 每組分享 25 分鐘	 (同組的新舊任助理如何分配時間自行決定，是一組 25 分鐘不

是 1 人 25 分鐘，因為共有二組分享)	

(3) 徐祥貴及李仍旭負責	

5. 目前正在排明年課程,	 再提醒:以下為明年 108 年,排出之中級部 12 堂課,	 請空出該

訂日期,	 感恩)(年度道務會中已提出)	

6. 108 年度高級部法施學系(2015 期)四年級期末驗收法會(兩天兩夜) 

(1) 時間:108/1/18~20(兩天兩夜) 

(2) 地點:忠恕道院 

(3) 報到時間:1/18(星期五晚上 7:30~8:00 報到完畢)  

(4) 所有法施學系(2015 期)學員必須參加 

7. 107 年度天惠堂清口當愿日: 

(1) 時間:107/12/23 

(2) 地點:天惠堂 

(3) 流程表(如附) 

(4) 清口當愿申請表(如附) 

(5) 報名表窗口: 蔡清成 

(6) 報名截止日:106/12/16 

8. 重申末後許多騙局亂象, 大家以智慧面對之。 

(1) 老鼠會… 
9. 12/2(上午 9~12 時)於天惠堂召開【天惠助理會議】:	

(1) 各單位助理、副助理請準時參與	

(2) 提醒:為求在 180 分鐘時間內有效開會，敬請各單位助理慈悲,	 務必先將會前

會中,幹部凝聚共識之議案,請於前寄後學(interdau@gmail.com)彚整會議資料	

10. 11/22(11 月份大壇主班)	 	

(1) 講題內容:	

ü 人道圓滿達天道。參考資料如下:	

題目:人道圓滿達天道 

一前言 

   人道是天道初徑 

   天道是人道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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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釋題 

   A 率性之道 

   B 借假修真 

   C 事理合一 

三如何達成 

   A 重聖輕凡 

   B 直心流露 

   C 清淨無著 

四結語 

   學道不离法 

   修道不离性 

   行道不离德 

   了道不离真 

(2) 主講:各單位道務負責點傳師	

11. 關於公投案:	

(1) 沈默的大多數不應再沈默.mp3	

(2) 較正確詳細資料,	 預計 11/21 前再寄發大家(現,眾說紛紜…)	

12. 108 啟信班招生簡章 R	

(1) 假日班:	

ü 用一、三週日?	

ü 用二、四週日?	

決議:	 用二、四週日	

13. 考生叩求:	

108 年度考試叩求：	

(1) 地點:天惠堂	

(2) 時間:108/1/5(星期六)	14:00~18:00	

(3) 包粽、便當:	 孝德	

(4) 敬請準時於 14:00 前至天惠堂 3 樓報到	

(5) 報名截止：請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前報名,	 以便後續作業；；可至天惠網站下

載報名表,	 填妥報名表後請 mailto：lovely.sos@msa.hinet.net 施幸均(或交單位

點傳師轉交江永德點傳師亦可)	

(6) 報名相關訊息可聯絡：施幸均學長	 093323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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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鼓勵應試學子參與（以成全更多青年學子進入道場修辦）	

(8) 附件:	

◎ 1080105_考生叩求報名表、1080105_各項考試叩求流程	

14. 2019 期高級部法施系招生簡章	

(1) http://www.1-kuan-tao.org.tw/zongsu_yein950501/culture/magzine.asp?session=35

6	

(2) 2018 年	 12 月	 25 日截止報名。	

(3) 基礎雜誌 356 期中有報名表	

(4) 請鼓勵報名	

(5) 修訂報名資格:	 【培訓班壇務資歷】比同【中級部上課資歷】	

15. 11/24(六)是選舉日期，當天停課	

16. 接下之重要行事:	

107 11 22 四	 大單位壇主班	   	 	

107 11 25 日	 助理會議會前會	 09:00~12:00 各定點	

107 12 2 日	 助理會議	 09:00~12:00 天惠堂	

17. 【提醒】:	

(1) 大單位道務運作會議，領導點傳師出席指導如下：	

ü 自明年開始改由領導點傳師每二個月賜導一個單位(自 107 年 3 月起)	

ü 3 月忠德、5 月孝德、7 月仁德、9 月愛德、11 月信德、1 月義德	

ü 請大單位道務負責點傳師負責聯絡、請示、安排交通…等	

ü 大單位運作會議,	 單位所有點傳師、助理、幹部,皆務必出席	

(2) 基礎雜誌各大單位撰寫稿件,	11 月份輪由信德單位負責,感恩	

(3) 請確實傳達點傳師班中資訊,	 以符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上下一心、團結合作(資

訊透明、流通)	

	

三、 總務報告： 
1. 	 	

	

四、 其他報告： 
1. 講師研習	 107(下)出席統計表 R1	

2. 108 年度天惠講師出國時程表-請慈悲再次確認，如有修正請於 11/13(二)前提出，過

時請自行處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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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臨時動議： 
1. 馬來西亞資源共享會議:	

(1) 時間:108/1/13 上午 10 時	

(2) 地點:忠恕道院一樓會議室(召集會議)	

(3) 請李清勳點傳師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