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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存誠務實,必有成就
投機取巧,必遭失敗
○對己一個【真】字 對人一個【誠】字
(摘錄老點傳師筆記、嘉言)

二、 道務報告：
1.

關於疫情:

基礎忠恕道務中心公告(第 111040701 號)

(1) 「BA.2 有漸漸蓋過 BA.1」，因此未來病毒的傳播，可能會轉以 BA.2 為主。
少毒、輕症、傳快(1.5 倍)
上下樓層(空氣漂傳)
(2) WHO: (65 歲以上、慢性病者-

醫院)

(3) CDC:清明連假、媽祖遶境(大約=類流感; 類共存…)
(4) 醫院:
沒重症
壓縮其它病房
共存
現況? uber eat ???(10 天醫院-

家 7 天-

free)

(5) 未來:
全面開放? (台灣未經上一波 delta 摧殘…)
各國-

全面開放?

柬國:
(6) 因應:
民眾恐慌: 數字 (五五波)
道親感受與屬性:
年輕族群(~50 歲):多傾向開放
年長族群: 多傾向保守
１

道親年長居多
(7) 具體作法:
同 3 月份作法
保護道場、道親原則:
道親年長者: (65 以上, 且慢性病者)暫停(~4/30)
幼童(12 歲以下) 暫停(~4/30)

暫停實體班程(可改線上)(4/11~4/30)如下:
因此,基於以上考量, 即日起暫停實體班程(可改線上)

(4/11~4/30)

1. 瑞周部份:地方班、聯誼、會議、點傳師交流課程(建議)
2. 天惠所屬:地方班、新民班、長青班、大團圓班、中級部、
3. 天惠所屬:國小(含)以下班程

u 除以上暫停實體班程之外, 培訓班、國中、社青仍照三月份運作, 請確實落
實一切防疫措施。
u 4/30 前持續關心了解疫情發展、滾動式檢討(必要時臨時會議)
u 使用公堂,向林正修點傳師申請登記(固定班次不需)
u 如疫情發生(有人染疫則停班),立即停實體班運作(要更嚴謹, 以保護道場、道
親)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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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m 111.03.31 內政部來函公文-1
m 內政部
2.

本週日(4/10), 點傳師班實體開班:
(1)

忠恕點傳師班:4/10 2PM 忠恕五樓

(2)

天惠點傳師班:4/10 5PM 天華山(信徒大會)

(3)

111 年 4 月 10 日點傳師班採實體上課方式進行（點傳師 5 樓 / 道務助理 6
樓），流程如下：
14:00 - 14:20 道務委員會及點傳師班宣佈事項（陳金擇點傳師）
２

14:20 - 15:00 陳新興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15:00 - 15:55 陳金擇點傳師：以活動帶動務道量能（游寶達點傳師）
15:55 - 16:00 結班
3.

111 年度道務目標，依據 108 年數據道務量能 15%成長目標
(1)

基數:以 108 年辦道為基數

(2)

國內計算而已(不含國外)

(3)

時間起迄:111/1/1~111/12/31

(4)

結合:家壇活化計畫運作
ü 家壇活化的明確目的:第一類傳承有序、慧命永續進而達到齊家修辦，第一類
可發展為第二類，公壇化可產生出很多第一類成功案例，相輔相成最終達成（辦
道多、清口多、安壇多）。
ü 天惠單位 30 個區，每區一個公壇化的佛堂來作為家壇活化的【各區運作壇】，
以此帶動區內更多的家壇推動道務，提升量能。
ü 建議每月每區以【各區運作壇】為中心渡眾 5 位，積極推動道務提升量能。
ü 道務中心推動家壇活化道務，為了解各單位運作情況，每年都會有幾次分享的
任務，也建議各大單位輪流承擔分享。

(5)

奉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
ü 鼓勵每月每區以【各區運作壇】(各區運作中心,例忠甲區天明佛堂)為中心渡眾
至少 5 位

ü 此是有為法,但仍企盼藉此有為行無為,鼓勵大家更積極、互勉互勵、暗調賢良、
廣渡有緣(切莫貪功濫渡)
(6)

4.

請各位道務負責點傳師慈悲, 多鼓勵、多成全, 落實並共同完成,感恩
關於○法薪○一事, 奉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
重申:

(1)

恪遵陳老點傳師指示:
每一個提案，經過道務小組共識後才可以去推動
鞏固強化道務領導系統, 然後分工合作
以身作則，並謹言慎行，維護道場倫理、秩序(有道的道場)
同心同德，公心一片(維護和合僧道場)

(2)

大家責無旁貸要遵循(並全力維護)如上老點傳師之慈悲指示:
３

帶領大家認理實修、真修實辦。
(3)

天惠道務小組(天惠點傳師班宣佈事項)既作成決議後, 全體天惠人,務必恪遵、維
護: 如有不同意見, 也請提出討論、集思廣益, 俾圓滿和合僧道場。

(4)

天惠道務所有運作, 俱有詳實分工:
【天惠組織架構各部處職司、各大單位道務運作分工、各班務負責點傳師(中心
班務、地方班務、中級班務、初級班務)…】…皆各職其司, 不可逾越紊亂, 以使道
場圓滿運作。

(5)

5.

單位要成立任何班別須經中心核准
1110328 桃園天惠道院報告:

(1)

佛桌、佛聯、佛像之請示:
ü 依照基礎忠恕家風、體制

(2)

6.

1110328 桃園天惠道院建設會議記錄:
老點傳師成道十週年感恩追思紀念冊報告:

(1)

己付印中(共 2000 本)

(2)

發放:
ü 5/1:置椅上(軟膜包裝更高質感)(350 冊)
ü 5/8:忠恕點傳師(250 冊)
ü 餘置天惠堂(1400 冊)各大單位分配如下:

４

7.

111 忠恕青年道務研習活動:
(1)

邀請各單位實際投入青年道務之主要負責幹部參加。

(2)

主要活動內容：讀經班家長成全分享-慈興單位、社青班及服務隊經營分享-瑞周
天惠、青年志工隊營隊經營分享-天順單位；

(3)

相關活動資訊，請見電子檔海報。(活動報名截止日期:5/8 前)

(4)

各單位負責青年道務點傳師及道務助理，歡迎其他點傳師 及道務助理列席參加
(亦先報名)

(5)

優先鼓勵：各區助理、幹部、讀經班班導、讀經班壇務

(6)

注意事項：因總人數限制，報名人員請符合對象要求，主辦單位有 審退機制，
敬請見諒

(7)

8.

報名表如附:
4 月 22 日~4 月 25 日在台北圓山爭豔館舉辦「2022 年台北國際蔬素食產業博覽
會」，場館內規劃有「一貫道宗教文化展區」，歡迎道親踴躍前往參觀，並可藉展
覽活動成全度化親朋好友

9.

白陽聖廟功德祿位聖堂第二梯次功德祿位申請，即日起至 6 月 25 日止，申請相
關資格與辦法【如附件一】說明，各單位符合資格有意申請之道親，可填寫申請表
【附件二】後，傳道務中心王明惠學長（jc3591111@gmail.com）彙整辦理。

10. 大單位道務運作會議, 領導點傳師出席指導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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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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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輪由孝德單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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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01 老點傳師成道十週年流程:
(1)

出席:全體天惠點傳師及忠、孝、仁、愛各大單位 50 人

(2)

上午 8：30 報到完畢
５

(3)

夏季制服，穿長褲

(4)

十週年流程如附:

2.

關於天惠會館:
(1)

感恩陳五福學長慈悲奉獻

(2)

感恩: (方式?) 作匾 ?

(3)

時機:5/1 老點傳師成道十週年

3.

建設專案進度報告 1110409

4.

天健 周文陣點傳師,已於今晨五點,功果圓滿,回天繳旨了
(1)

周點傳師的大體已移到板橋殯儀館,靈堂設在蘆洲家中。

(2)

告別式暫訂 5/7（六）上午(8:30AM 家祭,9:30 公祭)景福廳
(當天道務小組會議改下午 2PM)

(3)

(周府)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 107 號三樓
家電 02 82836738

(4)

北部點傳師請撥空出席

四、 其他報告：
1.

5/22 是今年度天惠講員第一次研習，請所有講員(含培訓中之新講員)都要出席參加
研習，未能參加者需向單位道務點傳師請假並請在 5/10 前提報出席和請假者名單。
(1)

地點：天華山

(2)

8:30~8:50 恭請

(3)

8:50~10:00

(4)

督導點傳師：恭請黃坤源點傳師和周美英點傳師慈悲

(5)

詳如流程表

(6)

出席及請假表單

(7)

廚房負責(忠德)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恭請

黃金忠點傳師慈悲賜導專題

(含晚餐便當)

五、 臨時動議：
1.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