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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凡人之患,在好言人是非
學道之患,在好執己是
(摘錄老點傳師筆記、嘉言)

二、 道務報告：
1.

應變小組會議:
(1)

醫護專業組 20211101

(2)

基礎忠恕道務中心公告(第 110110201 號)

2.

10/29 內政部指示、10/28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如附)
11 月 2 日至 11 月 29 日維持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二級，並調整相關規定，請民眾持續
配合防疫措施:

3.

天惠堂疫情因應(~11/29,滾動式檢討)：
(1)

依忠恕道務中心發佈執行

(2)

即日起: (~11/29)
ü 天惠堂(無人數限制)
m 遵照 CDC、內政部、地方政府之防疫規範運作
m 落實一切防疫規定(口罩、酒精、量温、清消…)
m 使用公堂,向林正修點傳師申請登記(固定班次不用)
m 圓滿敦親睦鄰
ü 各大單位: (即起全部恢復實體上課)
m 遵照 CDC、內政部、地方政府之防疫規範運作
m 落實一切防疫規定(口罩、酒精、量温、清消…)
m 各班運作圓滿溝通、圓滿敦親睦鄰
ü 如疫情發生,立即停實體班運作(要更嚴謹, 以保護道場、道親)
ü 有疑慮或身體不適致無法實體參與者,不要勉強， 請以電話、line…通訊關心、
成全、鼓勵

(3)

各大單位親子團圓班也開始實體運作(忠孝仁同步執行)
１

m 遵照 CDC、內政部、地方政府之防疫規範運作
m 落實一切防疫規定(口罩、酒精、量温、清消…)
m 各班運作圓滿溝通、圓滿敦親睦鄰
11/30 上午 9:30 臨時道務小組會議(滾動式檢討…)

(4)

4.

110 年 10 月瑞周道務會議記錄(如附件)
(1)

瑞周清口當愿道親法會-111 年(1111011 版)v2(如附)

(2)

111 年瑞周清口道親法會：
ü 各場次主班點傳師、操持、授課點傳師(如附)
ü 原兩位授課點傳師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變動如下：
(1)黃坤興點傳師改由黃坤源點傳師(羅領導同意)。
(2)李進益點傳師改由何春晴點傳師(陳領導同意)。
ü 清口法會立愿表,決定延用(避免浪費)，請各單位將年度及日期更改即可。

(3)

111 年 7 月 2 日辦理瑞周地方班講師驗收(地點彌勒山)。

(4)

11/15(11 月份)瑞周道務會議，實體開會。

5.

老點傳師成道十週年感恩追思紀念冊第三次籌備會議
摘要報告:
(1)

十週年紀念冊頁數(暫訂 144 頁)

(2)

大事紀:公堂建設桃園天惠道院、天華山天惠道院

(3)

王素真講師復刻老點傳師食衣住行之生活中有道的記錄

(4)

文字紀念冊 + 影音串流(合輯)同步發行(QR code)

(5)

透過採訪相關道親(己進行,請大家多利用)
ü 紀錄更多老點傳師修辦珍貴小故事
ü 請大家提供人選, 將進行採訪,或邀稿, 感恩

(6)

截稿日期:111/1/9 前(採訪、邀稿)

(7)

向各單位借調相關資料與文物搜集，請各單位支持配合,感恩

(8)

11/14 提出整體規劃報告及正式邀稿

(9)

一句話的力量，google 表單如附：
https://forms.gle/sjLzPU73LrQ2LQRL9
請點入如上網址, 留下一句話的力量, 共襄盛舉, 感恩

(10)

國外道務推動呈現(請提供建言)
２

(11)

彰顯老點傳師的真修實辦，發讀者效法、發心

(12)

11.10/24 講員研習宣導紀念冊相關事宜(已完成)

(13)

主軸:天惠家訓、(立德、立功、立言)

(14)

文字:500~1300

(15)

【標題,字數,內容】之呈現:

(16)

點傳師部份(照道倫排序)後, 才是幹部講師部份(以人名筆劃排列)

(17)

截稿後,於點傳師班(年初五)發各位作者過目(要簽名確認)之後定稿,2 月底便付梓
(不再有任何更動)

(18)

6.

紀念冊籌備小組與天惠會館運作所需資料,可以共享

因應疫情趨緩,各單位親子團圓班之天華山實體運作:
(1)

忠德:每月第 3 週日前一天(星期六)

(2)

孝德:每月第 1 週日

(3)

仁德:每月第 3 週日

(4)

所有運作:遵照 CDC、內政部、地方政府之防疫規範

(5)

明年天惠道院開工後, 視實際情況調整因應

7.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
(1)

初辦法會(12/31,1/1,1/2)過夜,可使用會館

(2)

針對會館使用:請李邦雄點傳師規劃運作細節

8.

羅榮忠點傳師因調養身體需要, 奉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淮予請假 2 個月

9.

110/11/25 大單位壇主清口當愿班
(1)

講題:道場未來智慧考驗，真是不敢料想，為師也無法替代徒兒安頓身心，惟希
望你們能體會天心、佛心、師心，老實修道、固守愿戒

(2)

參考: 戒定慧、九轉金丹(1.三不離：不離道場、不離前賢、不離經典

· 2.三不倒：不被貧病潦倒、

不被名利考倒、不被人事考倒 · 3.三不忘：不忘佛心、不忘金線、不忘愿立)
(3)

主講:各單位道務負責點傳師

10. 天惠助理會議:
(1)

110/11/28 助理會議會前會

(2)

110/12/5(上午 9~12 時)於天惠堂召開
ü 各單位助理、副助理請準時參與
ü 領導點傳師指示李邦雄點傳師主講:【助理的責任與使命】
３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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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前寄後學(interdau@gmail.com)彚整會議資料
11. 2021 績優宗教團體表揚:
(1)

110/12/9 四上午 9:30 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3 樓舉行板橋市中山路一段 161 號
3樓

(2)

領導點傳師指示:林正修, 江永德出席

(3)

上午 9:00~9:30 報到

12. 12/26 天惠清口當愿日:
(1)

110 年天惠堂清口當愿流程(如附)

(2)

110 年清口當愿申請表(如附)

13. 12/18 為公投日,課程部份暫停。
(1)

2021 年中華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為中華民國臺澎金馬境內，依據《公民投票法》
於 2021 年 12 月 18 日舉行之全國性公民投票。 根據依 2019 年 6 月立院修訂版本
新增公民投票日，使公投與大選脫鉤，因此並無與任何選舉同時舉辦投票

14. 考生叩求:

111 年度考試叩求：
(1)

地點:因疫情鬆綁,改回天惠堂

(2)

時間:111/1/2(星期日) 14:00~18:00

(3)

包粽、便當: 孝德

(4)

敬請準時於 14:00 前至天惠堂報到

(5)

報名截止：請於 110 年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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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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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生叩求報名表、各項考試叩求流程

15. 大單位道務運作會議, 領導點傳師出席指導如下：
(1)

常態化防疫:恭請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ü 5 月忠德、7 月孝德、9 月仁德、11 月(11/18)愛德、1 月信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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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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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打來告知因有議會，市長想親自來，所以想改到冬季大典 12/18（農曆 11/15）
原定 10 月 20 日市長來天華山一事，因逢議會開會無法來到，日期延到 12 月 18 日
(1)

忠孝仁各大單位派 60 人出席

(2)

當天忠德親子團圓班暫停(因公投)

2.

目前疫情雖有較鬆,但殯儀館方面,尚無新的規定下來,因此暫時維持原規定,待下次
11/30 臨時會再做檢討
(1)

110 年 11 月 2 日起放寬部分殯葬場所防疫管制措施

(2)

各單位支援人數回復原規定(誦經仍暫停)

3.

歲末關懷:
(1)

12/19(星期日)

(2)

各單位行文到公所,申請低收入戶的名冊:
請天華山，廣徳堂，彰化道院，天一聖道院等，行文所屬公所民政課，索取清寒
名冊，以便統計總數，採購米二包(真空包裝)（一等好的米一包 3 公斤）油一罐
3 公升（泰山葵花油）一罐。

4.

天華山佛堂玻璃及廚房玻璃較高的部份外面不要人上去擦，以免發生危險

四、 其他報告：
1.

110 年度講員研習出席表。
(1)

出席人數 143 位，請假人數 51 位，出席率 73.7%。如附件

(2)

當日學員隨喜了愿計：79600 元，入帳：一貫道天華基金會

2.

初辦班畢班法會
(1)

110/12/31 下午 2:20~2:40 恭請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2)

111/1/1 上午 8:00 恭請九位點傳師蒞臨天華山主持學員畢班驗收

５

五、 臨時動議：
1.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