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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聖人云: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
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摘錄老點傳師筆記、嘉言)

二、 道務報告：
1.

疫情:
(如附件:1110726 臨時道務小組會議資料)

2.

道務委員會報告事項:
(1)

如附件:2022.8 月份道務委員會及點傳師班宣布事項

(2)

編碼試辦

(3)

總領導點傳師指示，明年要開辦基礎忠恕全體壇主法會，舉辦時間在六月份，因
人數眾多，且要分地點、分場次舉辦(每場次一天)，所以預計安排日期為：2023
年 6/17、6/18、6/24、6/ 25，分別於北中南及花東舉辦，請列入行事曆。請各單
位這些日期勿排地方重要活動。感恩慈悲

3.

尊敬的各位點傳師慈悲道鑒:
通知書函,

忠恕學院為辦理"初級部學科講師檢覈法會" ,

敬請各分部及推薦講師之點傳師轉知所屬講師知悉,

慈悲對所屬提報講師先行檢覈評分, 並將評分紀錄回傳後學 LINEID :
完成前置作業,

以利九月法會進行.

不情之請,

南敬啟
如上:
(1)

關於如上發佈於忠恕點傳師(167)群組中

(2)

請趙點傳師、王點傳師二位慈悲後續處理因應

(3)

新制初級部團體推薦提報表彙理如附

4.

111 年 7 月瑞周道務會議記錄:
(如附件)

5.

111 年度天惠海內外年度道務會議:
(1)

時間:10/1(星期六), 10/2(星期日)二天舉行

(2)

地點:天華山(天惠會館)
１

檢具

另請點傳師
0926865676

敬祈諒詧無限感恩後學蔡炳

(3)

天惠年度道務會議-道務部規劃報告 1110814

(4)

【112 年度天惠道務規劃】草案:

(5)

道務規劃落實推動-行事曆:

(6)

【112 道務規劃及重大提案空白表】:
ü 請各部處負責點傳師，提出各該部處明年度(112 年度)道務規劃案、相關重大
建議案。於 111/9/11 前交資訊處黃金忠點傳師彙整。
ü 未負責各部處之點傳師如有重大建議提案，亦請於 111/9/11 前交資訊處黃金忠
點傳師彙整。
ü 拜託大家依照時間提出，資訊處彚整後提前一週(111/9/25 前)寄交各位點傳師
先行研閱。
ü 重大建議提案，希望有建議解決方案。
ü 規劃案應具體呈現：規劃內容(項目)、規劃想法、時間(及地點)明確、執行人(或
團隊)、經費估算…等

(7) 111/10/1、10/2

召開【天惠年度道務展望會議流程】:

(8) 行事曆:【112(暫訂)行事曆】
(9)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

:10/1 晚上，所有點傳師在天華山過夜(請遵守團體約定)

6. 考生叩求:

112 年度考試叩求：
(1) 地點:天惠堂
(2) 時間:112/2/4(星期六)

14:00~18:00

(3) 報到時間:13:30~14:00
(4) 包粽、便當:
(5) 報名截止：請於

112 年 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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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單位點傳師轉交江
永德點傳師)
(6)

報名相關訊息可聯絡：施幸均學長 0933237427

(7)

請鼓勵欲參加 112 年度各項考試並已求道的道親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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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7 助理會議:

7.
(1)

出席如附件:
２

(2)

分組討論題目:道務助理分組討論題綱：後疫情時代道務推動的策略與創新
(111/8/14),討論記錄如附(助理會議-整理報告資料)
ü 集體領導、整體帶動的推展方案
ü 提升道務量能的具體規劃和成效
ü 推動家壇活化成效、經驗分享

8.

奉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 道務執行點傳師傳達各區之資訊(含:點傳師班資料、臨時
道務小組資料、疫情應變、臨時忠恕道務中心佈達事項…等)
(1)

以上資料,都已報備並奉核淮後發佈

(2)

同步發佈點傳師班,所有點傳師知悉

(3)

然後,傳各區助理(即:協助點傳師處理、推動)

(4)

這些資料(資訊)(部分更是有時效性之宣導或處理之道務),請即傳達各該區,並公告
周知

9.

奉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
自 111/7/10 起,天惠點傳師班:
(1)

請海外點傳師一起線上同步參與(參與、了解道務運作)

(2)

自 7/10 起實施

(3)

疫情之後,實體與線上同步、併行
ps 如有需要時, 另安排專人操作線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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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德(5 月)、孝德(7 月)、仁德(9 月)、愛德(11 月)、信德(1 月)、義德(3 月)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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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出席以盡天職

(2)

基礎雜誌各大單位撰寫稿件,8 月份輪由義德單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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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院建設報告(口頭):
(1)

9/5 上午 9:30 召集建設會議

(2)

地點:天華山新貴賓室

(3)

出席人員:道務小組、蔡清東點傳師、陳嘉興建築師、趙惟珍、洪和登(壇主)
３

2.

天華山消防要檢查

3.

值班房間的門改好

4.

天華山天惠道院開工:
(1)

國曆 9 月 16 日上午八時天華山動土

(2)

全體點傳師出席

5.

江永德點傳師父親返山告別式:
(1)

民國 111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

(2)

板橋殯儀館（景福廳）8：00 家奠，8：50 道場追思，9：20 公奠

(3)

治喪委員會開會
ü 日期：8 月 15 日晚上 8 點
ü 地點：天惠堂
ü 參加人員：治喪委員會及忠，孝，仁單位總務

四、 其他報告：
1.

瑞周天惠 111 年八月份功德費(如附)

五、 臨時動議：
1.

奉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 因疫情影響, 今年(111 年)天惠讀經會考暫停舉辦

2.

『道與生命十五堂課』研習營將於 9/8 晚上八點~9/10 下午六點天惠會館舉辦，請
各區推薦年輕人參加（國中以上，皆可報名）。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