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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遵祖祖相傳之規 依師師相授之法
以天命為重 以佛法為尊
以普渡為心 以善言為寶
以賢才為命 以規戒為法
(摘錄老點傳師筆記、嘉言)

二、 道務報告：
1.

疫情:
(1)

如附件:1110822 臨時道務小組會議資料

(2)

10 月初疫情高峰降 王必勝：擬大動作開放邊境
https://tw.news.yahoo.com/10-%E6%9C%88%E5%88%9D%E7%96%AB%E6%83
%85%E9%AB%98%E5%B3%B0%E9%99%8D-%E7%8E%8B%E5%BF%85%E5
%8B%9D%EF%BC%9A%E6%93%AC%E5%A4%A7%E5%8B%95%E4%BD%9
C%E9%96%8B%E6%94%BE%E9%82%8A%E5%A2%83-130715364.html

2.

天惠堂因應:(~9/30)
(1)

時間:~9/30;

(2)

如有更動,臨時道務小組會議議決後發佈執行

(3)

續朝緩步放寬、部份班程實體

(4)

暫緩實施實體: (65 歲以上,5 歲以下為主成員的班程)
ü 仍以線上進行(可多鼓勵參與戶外鍛鍊,增強免疫力)
ü 大團圓班、中級部、地方班、新民班、瑞周地方班、幼幼班(主要考量是年長
居多, 如果該班年輕者居多,可報備主班點傳師後實施實體)
ü 宣導線上上課禮儀(提昇線上成效)
m 如同實體上課
m 大家應穿著整齊坐位子上,專心聽課
m 開視訊(對於授課點傳師或講師表達尊重)
m 授課的人、跟聽課的人,彼此互相可以看得到對方

(5)

其餘,建議可以實體:
ü 不要勉強 (可以線上,同步安排參與)
１

(6)

3.

滾動式檢討:9/26 下午 3 時召集線上道務小組會議,持續關心疫情,滾動式檢討
忠恕學院:輔導法會以及聯合結班:

(1)

如附件:

(2)

請趙惟坤點傳師、黃坤源點傳師慈悲負責提報

4.

道務委員會報告事項:
(1)

如附件:2022.9 月份道務委員會及點傳師班宣布事項

(2)

忠恕學院「初級部專題講師檢覈法會」：
ü 忠恕學院推動改革方案，訂定九月廿四/廿五（星期六/日），假忠恕道院舉辦
「初級部專題講師檢覈法會」，特發布訊息如下，敬請轉知所屬講師準時出席
法會。

(3)

九月份點傳師班以實體開班方式進行，點傳師與道務助理在五、六樓分班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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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15:00 陳新興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林修煥點傳師)
15:00–15:45 資訊總部規劃（尹順隆點傳師）
15:45–16:00 總領導點傳師結班賜導、辭駕

5.

九月份天惠點傳師班以實體方式進行:
(1)

已反映投影機不清楚(308 教室),道院正處理中,尚未辦妥

(2)

九月份(9/11 下午 4PM)改於一樓會議室開天惠點傳師班

(3)

因故未能實體參與,請假以線上參與者,連結如下:
點傳師 ZOOM 會議固定連結網址：

https://us02web.zoom.us/j/81702206232?pwd=ajczclhldDkzbUhYNjQ4VERrZWluUT09
6.

111 年 8 月瑞周道務會議記錄:(如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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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天惠年度道務會議-道務部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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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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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事曆 112 年 1110911.xlsx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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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考生叩求(112 年度考試叩求):
(1) 遵循八月份瑞周道務中心發佈執行
(2) 配合各項考試時間,日期改為:1/2(一)(取消原

2/4 之安排)

(3) 天惠堂所有考生合併舉辦
(4) 恭請羅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鼓勵
(5) 地點:天惠堂
(6) 時間:112/1/2(星期一)

14:00~18:00

(7) 報到時間:13:30~14:00
(8) 包粽、便當:

?

(9) 報名截止：請於

111 年 1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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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報名相關訊息可聯絡：施幸均學長 093323742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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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附件:

◎ 考生叩求報名表、各項考試叩求流程
提供【線上老點傳師感恩追思紀念冊】1~3 冊之電子書:

9.
(1)

天惠薪傳 01 感恩追思-老點傳師成道週年紀念冊
http://www.1-kuan-tao.org.tw/ebook/tianhui_1/index.html

(2)

天惠薪傳 02 述事繼志-老點傳師成道二週年暨成道點傳師紀念冊
http://www.1-kuan-tao.org.tw/ebook/tianhui_2/index.html

(3)

天惠薪傳 03 老點傳師成道十週年感恩追思紀念冊
３

http://www.1-kuan-tao.org.tw/ebook/tianhui_3/index.html
(4)

各單位清口當愿道親如有需要【老點傳師成道十週年感恩追思紀念冊】實體書者
(以戶為單位):
ü 請調查(清口當愿道親)需要者數量
ü 其它(非上述清口當愿道親)需要者數量
ü 以上數量統計後請彚整資訊黃金忠點傳師憑辦(請 10/9 前調查數量完成), 感恩

10. 道義班法會 10/22,23:
(1)

舉辦方式如下:
ü 10/22、10/23(不過夜)
ü 地點:廣德堂

(2)

如有變動,以 9/26 滾動式檢討為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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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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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輪由忠德單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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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疫情應變：(~9/30)
(1)

喪事事宜：即日起捻香、獻供及跨單位捻香回復原有規定

(2)

恢復各公堂之輪值、輪廚、恢復天華山輪值、輪廚。

2.

11/27 歲末關懷:
(1)

米、油照之前方式運作處理

3.

四、 其他報告：
1.

訓練處報告:
４

(1)

10/23 為今年度天惠講員第二次研習，全體講員參加(含培訓之新講員)

(2)

08:30-08:50

恭請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3)

08:50-10:20

專題：恭請趙惟坤點傳師慈悲

(4)

督導點傳師：趙惟坤點傳師：乾道(佛堂)、黃坤源點傳師：坤道(餐廳)。

(5)

講員因故不克出席，必須提具假由向各單位道務負責點傳師請假。

(6)

請各單位於 10 月 9 日前統一將報名表及請假單轉寄給

(7)

高玲玲講員(高玲玲 kao5393@gmail.com)彙整。(附流程表及報名表)

(8)

若疫情嚴峻，將改為線上研習，備案流程另行規劃。

2.

資訊處報告:
(1)

排課、出國、開班、停課…

(2)

瑞周天惠 111 年九月份功德費

五、 臨時動議：
1.

道院建設會議:
(1)

10/7 上午 9:30 開會

(2)

地點:天華山新貴賓室

2.

天惠年度道務展望會議流程 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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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