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 6 月份天惠點傳師班資料
111/6/12

一、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靜時戒慎恐懼以存天理
動時反省審察以不離道
(摘錄老點傳師筆記、嘉言)

二、 道務報告：
1.

疫情:
(1)

陳時中:台灣走新加坡模式「再 10 天就明朗」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220602/I47Y2LQ6PJA5ZGY6YKFMI3MYQQ/

(2)

後學報告:預計再兩周疫情應可以明顯緩解，臨床端已漸漸顯
現雙北市病人數下降中，但是死亡數仍然會持續 1-2 周(代表
前 2 周感染造成的死亡)，只要死亡數明顯下降。則可能高原
期已然過去，準備下降期。剩下中南部疫情再升溫而已。只
要學童端不要再出現學校感染爆衝，則 7 月可望半解封或是
明顯降級。當然也可以討論入境改為 3+4，甚至 0+7。若無意
外，7 月底前應該解封。趨流感化。

2.

應變事宜:
(1)

暫停一切實體課程,改以線上方式進行(不停修、學)

(2)

時間:~6/30

(3)

6/30 前,持續關心疫情,滾動式檢討

(4)

6/25 臨時道務小組線上會議 3PM(討論後續因應)

3.

防疫期間請多宣導:
(1)

修道人時刻感恩上天慈悲,大事化小, 大家平安

(2)

利用疫情期間,多多研閱三教經典, 發精進心、光明智慧(多感
恩、佈德、自省、懺悔)

(3)

萬一確診(不必諱疾, 也不必怕人知道), 因其行動受限, 道親間

１

應該多與通話關懷並給予適時協助
4.

宣導事項:
(1)

宣導如上觀念

(2)

教導(或協助)使用 uber eat、foodpanda、網購…等方式解決所
需

(3)

長輩道親較不會使用 3C 產品,不妨利用這個機會,適當引導家
中年輕道親(與之互動也是成全)使用

(4)

5.

確診道親不要外出以免傳染給別人(保護別人是修道人本份)
請週知貴單位點傳師、道務助理及忠恕學院各分部講師及主要
幹部，如下信息

(1)

6/12 點傳師班全體都採 Zoom 線上方式進行 , 會議室相關資
訊於星期六會傳至群組 , 上線統一更名為: 單位+分組+姓
名 , 請各單位聯席主持窗口協助完成

(2)

6/12 的 15:00-16:00 為忠恕學院改革案報告 , 該時段可開放各
單位邀請學院各分部的講師及主要幹部等一起上線參與 , 以
了解改革案的相關事宜

(3)

各分部列席參與的人員 , 請通知 14:55 上線並統一更名: XX
分部+姓名(天惠分部+姓名)

(4)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
參加 6/12, 15:00-16:00【忠恕學院改革案報告】
1、點傳師和現任道務助理線上同步參與
2、請初級部全體講師、幹部(含主、副壇務、各位壇務)一起
準時參與了解(請高玲玲講師週知)

6.

奉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重申:新開設佛堂事宜
(1)

程序:
ü

報備單位點傳師

ü

單位點傳師先看方位(不可與房屋坐向相反)

ü

單位點傳師向領導點傳師報告

２

ü
(2)

由領導點傳師訂定開壇日期

開堂:
恭請 領導點傳師開堂;
或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二位資深點傳師來代表開堂
(忠、孝、仁三單位，請黄前忠點傳師；愛、信、義三單位，
請李邦雄點傳師);
或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定該單位較為資深點傳師來負責開堂事
宜

7.

111 年 5 月瑞周道務會議記錄(如附):

8.

總會訊息: 111.6.8 公布《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
暫行條例》，全文計 16 條。注意第 5 條有時效性喔，兩年之內
未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1)

過去宗教團體所購置或受贈的不動產，因無法登記在宗教團
體名下，而以自然人名義登記，隨著時間推移，導致其繼承
人與宗教團體間發生產權歸屬糾紛，因此訂定本暫行條例

(2)

天惠道場以自然人名義購買之土地，盡快辦理過戶給財團法
人。

(3)

如不能過戶，請依內政部公告之[宗教團體不動產處理暫行條
例]，具足相關資料向地方民政主管機關登記，辦理[囑託不動
產限制登記之行政作為]，以免長時間後，引起不必要之爭
紛。

(4)

9.

如附件(請林正修點傳師慈悲後續處理)
7/16 台北市分會愛心捐血活動:(如 DM)

(1)

大安森林公園

(2)

7/16, 9~17:00

10. 七月份親子月之生活營隊及天惠讀經會考,視實際疫情因應; 如若
不能實體舉行, 儘量改線上舉行(6/25 臨時道務小組線上會議 3PM 討論疫情,決
定後續因應)

11. 老點紀念冊預計 10 月發佈電子書
12. 請再統計一次基礎雜誌,各單位佛堂每個月要索取的數(再統計)

３

改用雜誌電子版:
(雜誌發行學長會依之前各單位登記數量)
(1)

優點:
ü 現在的趨勢
ü 看了有需要還可以截圖

(2)

缺點:
ü 佛堂累積了太多基礎雜誌沒人拿了
ü 老菩薩年紀大 眼睛不好
ü 帶去山上燒

(3)

看不了

會揮發有害化學物質 萬一被舉報 會被罰款

做法: (俟重新調查數量後)
ü 直接請忠恕道院一樓辦公室洪日能兄 減少數量即可
ü 郵寄部份, 直接連絡先天道院藍家蓁學長減少或停寄即可
ü 公告週知後實行

13. 民國 112 年行事曆出爐！全年共放 116 天 春節放 10 天、清明連
假5天
https://ynews.page.link/XMx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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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份輪由愛德單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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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期間,總務調整事項：

４

○喪事事宜：家裡捻香、公祭捻香暫停至 6/30; 改為誦經, 由各單位
線上讀誦彌勒救苦真經三部迴向。
○各公堂之輪值、輪廚暫停至 6/30
○配合天華山暫停輪值、輪廚。天惠會館一様暫停所有的活動
2.

天惠各單位，基礎雜誌，請重新再調查一次，因現在有電子

書，所以紙本是否要減少，請於
(1).下星期一（6/13）回報
(2).請大單位總務負責點傳師回報正確數量給林正修點傳師。感
恩
3.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天惠建設團隊正式成立，由領導點傳師

帶領全體點傳師為當然建設團隊成員，將來建設運作由團隊決定。
4.

發票:如附

四、 其他報告：
1.

5/22 講員講習出席情況報告：如附件
1.應到人數：198 人，出席人數：175 人，請假人數：23
人。
2.出席率：88.4%

2.

6/26 禮節講員研習，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半天。流程如附件
1. 上午 8:30 前線上報到完畢，中午 12:00 結班。
2. 8:30～8:50 恭請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3. 請海內外各單位辦道點傳師慈悲鼓勵禮節講員撥冗參
加。

五、 臨時動議：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