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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年 5 月 份 天 惠 點 傳 師 班 資 料 
108/5/12 

一、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貴莫貴於為聖賢,	 賤莫賤於不知恥	

富莫富於蓄道德,	 貧莫貧於莫聞道	

	 (摘錄自老點傳師筆記、嘉言)	

	

二、 道務報告： 
1. 108513 參訪總統府事宜:	(口述)	

2. 第七届两岸公益论坛事宜:	(口述)	

3. 108 年 4 月份瑞周道務會記錄摘要(檔案如附):	

(1) 今年(7/28)青年大會師以未參加者為優先	

(2) 各單位依去年分配人數名額報名。	

(3) 5/18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精德講堂參加輔導研習。	

(4) 參加學員名單(忠孝仁愛四大單位各 20 位)請於 5/18 日以前提出(18~45 歲清口茹

素青年道親)。	

(5) 6/1 日(星期六)彩排取消。6/23 日(星期日)彩排一次即可，當天請派 2/3 人數參與

彩排	

(6) 6/23 日彩排請瑞周全真擔任廚務工作，預定人數約 300 人左右(時間近點再確認)。	

(7) 大會師服裝：各單位請示後自行統一即可。	

(8) 大會師經費：每位學員 1000 元，請於 5 月份道務會議繳交總務組黃文榮助理。	

(9) 預定 7/13 日(星期六)於全真道院辦理瑞周講師驗收。	

4. 【青年大會師活動】:	

(1). 感恩領導點傳師、各單位點傳師、助理、幹部出席參與 4/20 青年大會師籌備會	

(2). 已決議：	

m 👉輔導研習日期：5/18(六)	9:00~12:00	 於	 精德佛堂	 舉行。（要有輔導經驗，

初辦畢班。）	

m 👉學員名單提供：5/18(六)前於大群組提出。（18 歲~45 歲，清口茹素。）	

m 已更訂只 6/23 彩排即可 

m 下次會議:5/19	 下午 2PM 在天惠堂	

m 關於經費:	

- 預算:	

- 執行:	 請總務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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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單據(發票或收據)或負責點傳師簽名,	 實報實銷	

- 單據抬頭:萬里德光佛堂	

- 各單位	

請於(五月道務會)交齊(現金)	

(開立感謝狀(有統編))	

預支(於五月份領導點傳師會)	

窗口:總務組黃文榮助理(周文陣點傳師)	

金額:依出席學員比例分配	

	

ü 6/23 彩排:	

- 參加人員:	 籌備會所有人員(包含點傳師、助理,	 恭請慈悲出席)	

- 因今年只進行一次彩排,	 各單位依學員分配人數,派 2/3(可多不可

少)參與彩排	

(因為考慮學員上課(或加班),	 不一定非學員不可)	

- 需要多點人之彩排,	 以更精準掌握流程時間及人流移動動線之順

暢	

- 亦由總務組支應經費?(同意;五菜一湯)	

- 6/23 彩排廚房請瑞周全真(總務)負責(全真同意)人數約 300 位左右

(時間近點再精算回報)。	

- 須接駁人員?(報交通組)	

- 彌勒山場地經費?(感恩詹點傳師慈悲:免費)	

- 忠德六區各 10 位道親出席---上午 9:00AM 報到彌勒山,山上用飯後

約 3PM 即可下山	

m 辦理瑞周青年大會師,	 恭請各位領導點傳師、點傳師、助理蒞臨指導(到時

再統計出席人數)	

	

(3). 4/20 摘要:	

1. 6 月 23 日彩排，是上午幾點報到~下午幾點結束。9~3PM	

2. TED 講師：	

(4). 會議當天	 許點傳師指示 5/5 前各單位提報一名講師名單，	

(5). 驗收日期	 :5/19 下午 6PM 起, 時間(12 分), 地點(天惠堂四樓)	
3. 視覺文書禮品：投票表決前三名如下	

(1). USB 充電雷雕手電筒	

(2). 環保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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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識別證卡套	

目前最多人贊同為(1)	

4. 活動保險確認:	

(1). 各單位提供詳細保險資料，天惠單位處理	 。（同去年?處理）	

(2). 只學員、輔導(大約:大人 22 元,	 小孩 7 元)	

(3). 其它身份之保險:	 各單位自行處理	

5. 世界咖啡館:	

(1). 題目安排中:	

	

6. 各單位提出 5 分鐘內的 MV	

(1). 簡介本單位	

(2). 一定要先核備負責點傳師(領導點傳師知悉同意)	

(3). 投籌備處（５／１８前）	

7. 行前(前晚 7/27)入住：	

(1). 大會師前一晚是否需入住？若需食宿如何安排？	

(2). 對象:輔導、幹部	

(3). 人數:	5/18 前回報	

8. 召集令後續執行：	

(1). 以輔導學長為主，不強硬要求學員參與，因有許多小單位反應，

若需強制參與，各單位於內部道務執行上內部與該活動會有衝

突。	

(2). 後續看實隊執行情況討論之	

9. 其它 folder	

5. 第二屆青年大會師 7/28	 與新道親法會撞期,仍比同前例,請以瑞周道務優先	

6. 今年青年生活營:	

(1) 日期:7/12~7/15	

(2) 地點:	 天華山	

(3) 報名截止:	6/30	

(4) 天廚輪值:	 孝德	

(5) 彩排:	6/1(六)	&	6/29(六)	 生活營跑流程在天華山進行	

(6) 宣傳海報、報名表:	

ü 發各單位	 	

ü 請協助宣導	

7. 重要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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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5 19 日 孝悌楷模表揚大會   忠恕道院 

108 5 26 日 講課講師第一次講習 08:00~17:00 天華山 

108 5 26 日 台北市分會 30 週年慶(上午彩排, 下午演出)   忠恕道院 

108 6 23 日 禮節講師講習及禮節教學觀摩 08:00~17:00 天華山 

108 6 23 日 青年大會師彩排(二)   汐止彌勒山 

108 6 30 日 瑞周點傳師、助理研習(天定領導專題賜導)   汐止彌勒山 

108 7 12 五 台北青年生活營(三天三夜)   天華山 

8. 關於六項佈局活動分配:	

(1) 影音創作 3 件:孝、愛、信---2019/09/01~2019/10/31	

(2) 教案創作 3 件:忠、仁、義---即日起~2019/09/30	

(3) 書法不限件:書法班---即日起~2019/10/31	

(4) 道歌動唱 2 隊:忠、孝---2019/06/30 之前	

(5) 詩歌舞台劇 1 隊:服務隊(台北+中壢)	---報名 2019/06/30 之前	

(6) 拔河傳承 2 組:仁、愛---2019/06/30 之前	

以上負責窗口: 

(1) 請由單位道務負責點傳師推動	

(2) 請依時限圓滿辦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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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孝德、7 月仁德、9 月愛德、11 月信德、1 月義德	

ü 請孝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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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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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分會 6/15 借天華山(到下午 2PM 左右),	 當天所有班、道務,	 請暫停或另商借

其它地點辦理	

2. 忠恕會館住宿卷,	 可以零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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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報告： 
1. 6/23 禮節講員講習報告：	

(1) 8：30 前報到完畢	

(2) 8：50-9：10 領導點傳師賜導	

(3) 17：00 結班	

2. 獻香時,	 學員(或班員,道親)先就位,	 然後才由主獻香(領導或點傳師)就位,	 獻香畢,則

先主獻香(領導或點傳師)復位,	 然後學員(或班員,道親)復位	

3. 天華山每月第一週日是孝德大團圓班開班(第三週日是仁德大團圓班開班),	 請安排

道務避開上述時間。	

4. 經典練講,周連俊參加中庸經典練講	

	

五、 臨時動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